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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公司新闻 

一、金冠电气：12 亿元布局锂离子电池隔膜产业 

作者：尹哲辉 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2017-09-28 20:08 

中证网讯（记者 尹哲辉）9 月 28 日，金冠电气（300510）与浙江省湖州市政府

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举行高层联席会议暨投资合作开发协议的签约仪式，通过项目主体

——湖州金冠鸿图隔膜科技有限公司，在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年产 2.7 亿平方米

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基地，项目投资总额约 12.17 亿元，积极布局锂离子电池隔膜产

业。 

湖州金冠鸿图隔膜科技有限公司由金冠电气与吉林省金冠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金冠电气占 51%股权。该项目占地面积 250 亩，拟引进国外

高端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线 6 条，每条生产线产能为每年 4500 万平方米，共计年产锂

离子电池隔膜 2.7 亿平方米。项目分期建设，预计一期工程建设周期为 2017 年 12 月

至 2019 年 12 月。 

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本次将锂电池隔膜生产基地设立在国家级湖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一方面是金冠电气在新能源车领域的持续战略布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

的利用湖州作为长三角地理中心的区位优势及新能源产业集群优势，辐射周边江浙沪皖

等省市动力电池企业，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公司正积极对接优质下游客户，微宏、超

威、天能、天丰等新能源企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使得周边产业配套链条非常完整，这

对于项目今后的发展非常利好。 

该负责人称，金冠电气自 2016 年 5 月上市以来，实施“智能电网+新能源”双轮

驱动战略，在主业业绩稳步提升的同时，积极布局新能源产业，公司先后进行了两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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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领域的并购。2017 年 5 月，公司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南京能瑞 100%股

权交易，正式步入“充电桩”领域。2017 年 8 月，金冠电气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辽源鸿图隔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现正处在中国证监会受理阶段，该公司属于

锂电池隔膜企业，其主要产品湿法隔膜是新能源汽车领域重点发展的产品，也是技术壁

垒最高的关键材料。 

有行业分析人士表示，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级湖州经济开发区高效的政策环境、

高度集中的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以及其交通区位优势，整合当地营销资源，提

高公司产品在该地区的覆盖率和市场占有率。此项目的成功落实会大大提高金冠电气的

锂电池隔膜产量，一定程度满足新能源市场对锂电池隔膜的需求，并进一步增强公司的

核心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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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冠电气强势布局新能源，隔膜产业再次重磅出击！ 

全景网  2017-09-28 

2017 年 9 月 28 日上午，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300510）（以

下简称：金冠电气）与浙江省湖州市政府及经济开发区政府在湖州市举行高层联席会议

暨投资合作开发协议的签约仪式，同时与中国银行湖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湖州分行签

订融资框架协议。湖州市副市长李上葵、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熊全龙、金冠电

气董事长徐海江发表讲话，市政府领导、开发区领导和金冠电气高管及其子公司领导层

出席仪式。 

金冠电气拟在浙江省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年产 2.7 亿平方米的锂离子电

池隔膜生产基地项目，项目主体名为湖州金冠鸿图隔膜科技有限公司。该项目占地面积

250 亩，同时引进国外高端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线 6 条，每条生产线产能为 4500 万㎡

/a，共计年产锂离子电池隔膜 2.7 亿㎡。此项目的成功落实会大大提高金冠电气的锂电

池隔膜产量，一定程度满足新能源市场对锂电池隔膜的需求，并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

竞争优势。 

金冠电气自 2016 年 5 月上市以来，实施“智能电网+新能源”双轮驱动战略，在

主业业绩稳步提升的同时，强势布局新能源产业，在董事长徐海江先生大刀阔斧的领导

下，公司进行了两次新能源领域的并购。2017 年 5 月，金冠电气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南京能瑞 100%股权交易，正式步入“充电桩”领域。2017 年 8 月，金冠电

气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辽源鸿图隔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现正处在中国

证监会受理阶段，该公司属于锂电池隔膜企业，其主要产品湿法隔膜是新能源汽车领域

重点发展的也是技术壁垒最高的关键材料。 

本次将锂电池隔膜生产基地设立在国家级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方面是金冠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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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能源车领域的持续战略布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的利用湖州作为长三角地理中

心的区位优势及新能源产业集群优势，辐射周边江浙沪皖等省市动力电池企业，形成独

特的竞争优势。公司正积极对接优质下游客户，微宏、超威、天能、天丰等新能源企业

正呈现爆发式增长，使得周边产业配套链条非常完整，这对于项目今后的发展也是非常

利好的。 

本次签约的湖州锂电池隔膜生产基地项目是公司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布局的重大里

程碑事件，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扶持新能源的产业政策，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具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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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冠电气：拟设子公司建 2.7 亿平米锂电池隔膜

生产基地 

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作者：欧阳春香  2017-09-25 06:22 

导读：拟与吉林省金冠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5000 万元设立湖州金冠鸿图隔膜科

技有限公司。湖州金冠成立后，拟建设年产 2.7 亿㎡湖州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基地项目，

项目总投资预计约 12.17 亿元。 

 

电池百人会企业家参观鸿图隔膜 摄影/中国电池网 陈芳芳 

金冠电气(300510)9 月 24 日晚间公告，公司拟与吉林省金冠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 5000 万元设立湖州金冠鸿图隔膜科技有限公司。湖州金冠成立后，拟建设年产 2.7

亿㎡湖州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基地项目，项目总投资预计约 12.17 亿元。 

其中，公司拟出资 2550 万元，占湖州金冠的 51%，金冠投资拟出资 2,450 万元，

占湖州金冠的 49%。金冠投资由徐海江控股，徐海江同时为金冠电气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因此，此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湖州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的新建建筑面积 96802.6 ㎡，包括主要生产工程及辅助

生产工程项目，同时引进国外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线 6 条，每条生产线产能为 4500 万

http://www.cs.com.cn/ssgs/gsxw/201709/t20170924_5490042.html
http://www.itdcw.com/
http://www.itdcw.com/
http://www.itdc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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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共计年产锂离子电池隔膜 2.7 亿㎡/a。项目将分期建设，2017 年 9 月开始准备

项目前期工作，一期预计建设周期为 2017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 

金冠电气表示，公司将充分利用国家级湖州经济开发区高效的政策环境、高度集中

的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以及地理优势等，进一步扩大公司锂离子电池膈膜的生

产规模，提升公司的规模化制造水平和生产效率，实现公司在新能源领域做大做强的战

略目标。 

金冠电气智能电网+新能源业务双线布局。公司此前公告拟 14.76 亿并购鸿图隔膜，

鸿图隔膜是国内首批量产高性能湿法涂覆隔膜的高科技企业。本次并购将助力鸿图隔膜

解决资金瓶颈，实现储备高端客户快速放量。鸿图隔膜开工率良品率均位居国内前列，

预计年末实现产能 1.1 亿平米，公司产能将迎来快速扩张。而公司此次设立子公司继续

增设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线，将使公司新能源业务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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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冠电气拟 2550 万设子公司 投建 2.7 亿㎡锂电

池隔膜生产基地 

来源：中国电池杂志-中国电池网  作者：综合报道  2017-09-25 09:33 

导读：9 月 24 日晚间，金冠电气发布公告，公司拟与吉林省金冠投资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在浙江省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湖州金冠鸿图隔膜科技

有限公司。 

 

9 月 24 日晚间，金冠电气（300510）发布公告，公司拟与吉林省金冠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冠投资”）共同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在浙江省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设立湖州金冠鸿图隔膜科技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湖州金冠”），主要经营锂离子电池隔膜、普通锌锰电池隔膜的研发、生产、销售。

其中，公司拟出资 2,550 万元，占湖州金冠的 51%，金冠投资拟出资 2,450 万元，占

湖州金冠的 49%。湖州金冠成立后，拟建设年产 2.7 亿㎡湖州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基地

项目。 

http://www.itdcw.com/news/focus/0925SM12017.html
http://www.itdcw.com/
http://www.itdc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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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冠投资的出资结构如下 

 

据悉，年产 2.7 亿㎡湖州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新建建筑面积 96,802.60 ㎡，包括主

要生产工程及辅助生产工程项目，同时引进国外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线 6 条，每条生产

线产能为 4,500 万㎡/a，共计年产锂离子电池隔膜 2.7 亿㎡/a。项目总投资预计约为

12.17 亿元，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项目分期建设，2017 年 9 月开始准备项目前期工作，

一期预计建设周期为 2017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 

金冠电气表示，公司本次拟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建设年产 2.7 亿㎡湖州锂离子电池隔

膜生产基地项目，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是扩大锂离子电池膈膜的业务规模主及影响力

的重要举措。公司将充分利用国家级湖州经济开发区高效的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新能

源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以及地理优势等，进一步扩大公司锂离子电池膈膜的生产规模，

提升公司的规模化制造水平和生产效率，实现公司在新能源领域做大做强的战略目标，

实现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 

同日金冠电气还公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

持有的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给全资二级子公司议案》。为加强公司内部资产整合，平衡

公司内部资源，公司拟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浙江开盛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开

盛”）的 70%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深圳华胤智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具

体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深圳智能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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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金冠电气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后，深圳智能电气成为浙江开盛的控股股东，浙江开

盛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本次转让持有的浙江开盛股份有利于浙江开盛优化战

略规划，整合公司经营资源，提高公司管理和运作效率，符合同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同时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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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充电桩行业新闻 

五、国家电网将在 2020 年建成充电站 1 万座、充电

桩 12 万个 

国际新能源网  来源：电缆网  日期：2017-09-29 

2017 年 9 月 27 日，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舒印彪表示，为满足电动车迅猛发展的

需求，该公司未来几年将进一步加大电动汽车换电设施的投资力度，计划到 2020 年建

成充电站 1 万座、充电桩 12 万个，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形成半径不超过 1 公里

的公共快充网络。 

舒印彪介绍说，“十二五”期间已建成京津冀鲁和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间的高速公

路快充网络，覆盖高速公路 1.1 万公里；“十三五”期间计划覆盖高速公路 3.6 万公里，

为电动车“行天下”提供便利。 

国家能源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 10 月末，我国电动汽车充电桩已达到 10.7

万个，同比大幅增长 118%;此外私人充电桩总数已超过 17 万个，这标志着我国充电基

础设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http://newenergy.in-en.com/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5%9B%BD%E5%AE%B6%E7%94%B5%E7%BD%91&inner=1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6%8D%A2%E7%94%B5%E8%AE%BE%E6%96%BD&inner=1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5%85%AC%E5%85%B1%E5%BF%AB%E5%85%85%E7%BD%91%E7%BB%9C&inner=1


  行业新闻信息期刊   

2017 年 9 月（下） 

  13 / 115 

六、加油站与充电站合二为一，中石油中石化纷纷转

型新能源！ 

国际新能源网  来源：电车汇  日期：2017-09-27 

近日，中国资源交通集团对外公告，已与中石油签订协议，取得超过 840 家石油

加油站的充电站建设与经营权。 

事实上，无论是中石油还是中石化，充电桩合作项目密集推出，跟最近的燃油车禁

售消息不无关系。 

在“两桶油”启动混改之时，充电桩项目就一直是各路资本关注的重点。石油公司

拥抱新能源，特别是在电动车行业布局，本身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已有的加油站就搞定

了用地和用电。在高速公路上，具有垄断性的石油公司提供充电服务优势更大。目前，

我们已经能在不少高速上的加油站见到充电桩。未来依托中石油、中石化的优势资源，

将形成加油站与充电桩合二为一的新格局。 

目前，在充电桩建设方面，国家电网下属车联网平台已实现与普天新能源、特来电

等 17 家充电运营商互联互通，接入的充电桩总数超过 16.7 万个，实现了全国绝大部分

充电桩的统一接入和统一支付。到 2020 年，国家电网的城际快充网络将覆盖京津冀鲁、

长三角地区所有城市和其他地区主要城市 202 个、高速公路 3.6 万公里，做到郊区县服

务半径不超过 5 公里、环城区服务半径不超过 3 公里、城区服务半径不超过 1 公里。 

问题在于，做惯了石油生意的巨头，能不能玩转电，能不能与国家电网一较高下。

毕竟，充电行业不像搞石油一样有那么高的壁垒，互联网公司和传统石油巨头以及国家

电网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 

  

http://newenergy.in-en.com/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4%B8%AD%E7%9F%B3%E6%B2%B9&inner=1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5%8A%A0%E6%B2%B9%E7%AB%99&inner=1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5%85%85%E7%94%B5%E6%A1%A9%E5%BB%BA%E8%AE%BE&inn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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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还在发愁运营充电桩盈利难 主流运营商布局什么？ 

来源:中国能源报  作者:赵唯  时间:2017-08-07 08:11 

导语：“未来充电基础设施市场也将由当前的‘散、乱、小’走向赢家通吃时代，

即少数几家大型平台运营商主导，大量中小型运营商依附大平台的产业生态格局。”何

博指出。 

尽管市场投资热情不减，但由于盈利模式不清晰，充电桩运营商仍在成长之路上摸

爬滚打，到底怎样才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7 月 20 日，“2017 第二届电动汽车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高峰论坛”在北京召

开。国网能源研究院博士、高级工程师何博在论坛上预测，到 2030 年，充电服务、增

值服务及电力市场与碳交易服务将会成为充电桩运营商的三大主要业务，运营商通过平

台化运营将实现多方利益共享。 

“未来充电基础设施市场也将由当前的‘散、乱、小’走向赢家通吃时代，即少数

几家大型平台运营商主导，大量中小型运营商依附大平台的产业生态格局。”何博指出。 

谁是未来主导者？ 

青岛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科学家杨晓伟在论坛上抛出这样一道选择

题：未来谁将主导电动汽车行业？是车企、电池企业还是充电设备企业？ 

“我们认为，会是依托充电网、物联网、交通网、互联网的运营商，他们将更加贴

近 C 端用户，更加有可能实现共享、共创、共赢。”杨晓伟表示。 

何博也认为，到 2020 年左右，随着车辆与用户规模的快速增长，基于信息平台与

大数据的各类增值服务以及商业模式有望成为主流驱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主流充电桩运营商在平台建设方面动作频频且初具规模，其中

http://www.itdc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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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最大的当属国家电网公司建设的智慧车联网平台。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阙诗丰在论坛现场介绍，该平台已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上线运营，接入充电桩已达 16.6 万个，其中社会充电桩达 11 万个，注册

用户达 13 万户。 

“该平台可显示全国 80%左右的桩，是全国涵盖充电桩最多、服务功能最全的充

电桩服务平台。”阙诗丰介绍道。 

记者还在现场了解到，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正打造覆盖汽车全产业链的一条龙服

务。“未来这一平台将实现全面的私人订制，包括购车、金融服务、维修保养、充电服

务以及二手车回收等。”阙诗丰如是说。 

此外，杨晓伟也展示了特来电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打造

的生态云平台，该平台已于 2016 年 10 月正式上线。 

据了解，特来电平台共搭载了“十朵云”：充电云、支付云、电商云、运营云、能

量云、修车租车云、设备云、调度云、互联互通云、政府监控云。“这一平台的核心数

据覆盖了 240 座城市、36 万注册用户、28 万充电用户以及 268 家加盟商。”杨晓伟

介绍道。 

北京市充电设施公共服务管理平台“e 充网”副总经理黄群则在现场介绍了“e 充

网”在政府端的产品构成：一是行业服务与管理系统，未来或可实现公文流转，运营商

数据报送，补贴领取功能，提升政府工作透明度；二是商业数据挖掘系统，为政府提供

政策制定修订依据；三是客服系统，积极搭建‘用户-政府-运营商通道’，目前已经对

接国家能源局华北监管局；四是舆情监控系统，及时处理舆情事件，助力行业健康发

展。” 

据了解，“e 充网”目前已实现接入运营商 34 家、充电站 1373 座、充电桩 13737

http://www.itdcw.com/tags.php?/%E5%85%85%E7%94%B5%E7%A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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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盈利难？储能充电破悖论 

不容忽视的是，由于设施利用率低、价格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充电桩运营商盈利仍

较为困难，商业模式有待创新。 

“充电站的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 30%左右，土地、供配电设施占了投资的主要部

分。”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储能业务总经理王威在现场坦言，“现有充电站建

设模式需要大量城区土地和新建配电网设施，是难盈利的症结所在。” 

除此之外，与会嘉宾还认为，充电站运营当下面临诸多问题，如电动汽车不够多，

充电任务呈间歇性；为防止电动汽车集中充电对电网造成冲击，充电站设计负荷率偏低；

部分充电站只对公交车或环卫车开放，充电站的设备利用率较低；无人监管的充电车位

被其它汽车长期占用等。 

针对盈利难这一问题，王威认为，“储能充电站应成为城市充电站建设的首选，可

打破电动汽车与充电站之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 

据了解，储能充电站由储能电站、电动汽车充电站、储能充电站运营管理系统三部

分组成，可充分利用现有城市大楼的停车位、电网，从而降低业主投资，储能系统还能

在充电站空闲时对大楼电网进行电力“移峰填谷”。 

“储能充电站的投资回收期不依赖充电任务是否饱和，电动车的多少也不影响储能

充电站的收益。”王威补充道，“我们在北京国贸三期写字楼建设了智能微网储能充电

站，不仅能为电动汽车充电，实现电力的‘移峰填谷’，还可作为大楼的应急电源，起

到电力增容的功效，在夏季有效支撑较高的电力负荷。” 

记者在论坛现场了解到，国网也在京津唐徐官屯服务区试点开展了光、储、充一体

化电站建设运营。“我们新建了 228 千瓦时的储能电池组，加装了智能时限开关，每



  行业新闻信息期刊   

2017 年 9 月（下） 

  17 / 115 

天充放电两次，在服务区用电低谷和光伏高峰时充电，在用电高峰时放电。”阙诗丰补

充道，“我们还采用了一体化集装箱设计，便于后期梯次利用电池及时封装更换，提高

利用效率。” 

此外，杨晓伟还建议，引导汽车消费文化和用车习惯是关键。“我们在运营过程中

遇到最多的客户投诉并不是设备问题，而是油车占位，这说明应同步加强引导大众的汽

车使用习惯。” 

与电网智能互动将成行业创新热点 

需要强调的是，电动汽车如何与电网更好地融合互动，也是现场嘉宾的热议话题之

一。 

电动汽车能为电网带来哪些巨大价值？数据显示，2016 年末北京全市机动车保有

量为 571.8 万辆，若每辆可提供充放电功率 3.5 千瓦，就能为电网提供 2001 万千瓦调

节容量，这与北京电网最大负荷 2076.8 万千瓦相差无几，并且可达到我国电网当前总

装机容量的 5%左右，可满足全部电网备用需要。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中心博士刘坚表示，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情

景下，电动汽车与电网互动可为京津唐电力系统带来 57-170 亿元/年的能量价值。此

外，通过需求响应、V2G 及退役电池储能等方式，电动汽车可有效衔接电力系统发、

用电侧，灵活调整充放电功率，帮助系统实现“削峰填谷”，提升电力系统清洁高效运

行的能力。 

对此，何博也表示，随着电池、智能电网等关键技术的进步以及电力市场、碳市场

等交易机制的成熟，与电网的智能互动有望成为下一个行业创新发展的热点。 

电动汽车到底如何更好地融入电网呢？华北电力大学电动汽车与新能源电网研究

中心主任郭春林认为，电动汽车融入电网将分为“丰富资源基础”、“参与电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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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主体集成”三大阶段。 

据介绍，目前我国电动汽车正处于“丰富资源基础”阶段，通过技术创新和配套设

施的建设为电动汽车融入电网打基础。未来，通过实时电价政策和借助互联网平台，电

动汽车将参与智能充电并可辅助服务电力市场，为电网、售电公司和终端用户提供应急

供电、调峰调频、备用等辅助服务，进一步获取合理收益。 

“随着电动汽车与电力系统发、输、配、用环节的深度融合，尤其是电动汽车集成

运营商的出现，将有望整合终端用户、新能源零售商、网络运营商等不同市场参与者，

进而推动新能源电网中各类商业模式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新能源电网的发展。”

郭春林解释道。 

然而电动汽车若想充分融入电网并非易事。郭春林建议，在技术方面，应进一步发

展车载电池技术，研究充电设施规划建设技术，重点攻关 V2G 技术；在市场方面，应

完善电动汽车自身市场，以需求响应为突破口推动电动汽车参与新能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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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充电桩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 厚势 

2017-09-25 伊龙马 厚势  

厚势按：本文为笔者对 9 月 17 日厚势轻沙龙《充电桩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的干货整理版，主讲人为上海交通大学车辆工程博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电动汽车充换

电研究所副所长江磊。 

演讲共分成三个部分： 

充电桩发展现状； 

充电桩介绍； 

充电桩技术发展趋势。 

本文未经江磊博士本人审阅，内容仅供参考。 

发展现状 

┃电动汽车存在的各种焦虑 

充电桩，顾名思义，其最本质的功能是给电动汽车充电。因此，如果配置大容量电

池的电动汽车行业本身不发展，充电桩产业肯定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 

但是，电动汽车本身存在各方面的「忧虑」，包括： 

●行程里程短：在 2013 ~ 2014 年时候，像荣威 e50 和江淮 iEV4 这样的电动

汽车单次充电只能跑 100 多公里；现在的情况好很多了，2018 年将要推出的几款电

动汽车行驶里程都在 300 公里左右，基本能够保证上下班的需求；行驶里程本身问题

不大，本质上和钱有关系，因为长行驶里程需要配置更多的电池包； 

●充电不方便：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增加充电桩和充电站的数量；安装充

电桩可选的地点有三个：家、办公场所和休闲场所；原则上，充电桩（私人桩+公共桩）

数量与电动汽车保有量的比例要达到 1， 但目前还远远小于 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OTA4NzE1Mw==&mid=2651642506&idx=1&sn=89a9ae0acc124014178208e40d8c3dd5&chksm=f2d701d4c5a088c2da9c90072a45406855a1409ad1793e6adac4a82a4b53c50da9a54a9a3371&mpshare=1&scene=1&srcid=0925M4ImjPjE5pvnJSBLpdxH&key=ed5d59e65793a9c4d5483cce5d0413b1cc46ba1da58bbffdac0b0d35e0fd8930ced084908d25f7bc9418e8d47e75aa6f5ae56a328a202736b1fa95f0efb0d8245179d16be2c8e89ff80782a303e4e2a1&ascene=1&uin=MjgxNjYzODAzNA%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a&pass_ticket=p7HgD%2Be4zfmXwdpWH29PtGEX5W5Qg9bgZ3%2FVqJgGgGm4XASfn4T0loC8oRcNAE%2By&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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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慢：类似 1000V 350 A （350 kW）的快充在技术上可以做到，但是电动

汽车本身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而且这种做法会影响电池寿命，目前还无法普及；特斯

拉汽车充电有两种规格：7 kW 的慢充和 140 kW 的快充（需在特斯拉超级充电站进

行），每百公里大约消耗 15 ~ 20 度电。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只配置了十几千瓦时电池容量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而言，不

需要专门配置充电桩来充电，像电动自行车那样充电即可。 

┃充电桩发展现状 

据中国充电联盟发布的数据，截止到 2017 年 5 月，我国公共充电桩建设运营数

量超过 16.1 万个，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增长，中国充电基础设施公共类充电设施保

有量居全球第一。如果加上私人拥有的充电桩，充电桩总数大致有六七十万个。 

目前，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 100 万辆，但是车桩比严重不足——2015 年

底的统计数据是 4:1，即 4 辆车共用 1 个充电桩。 

国家能源局在今年年初发布的《2017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通知》中明确，2017 年

内计划建成充电桩 90 万个（公共桩 10 万个 + 私人桩 80 万个），这一数量较 2016 

年年底充电桩保有量有超过 300% 的增长。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目标基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建充电桩需要钱，但是目前没

人出钱，且运营充电桩太耗钱，取得收入太难，存在较多死桩。 

 

图 1 2016 年充电桩主要运营商实际完成建设投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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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2016 年完成建设充电桩投资额最大的运营商主要有四家，包括： 

国家电网：投资 63.3 亿元，占比 61 %； 

特锐德：投资 30 亿元，占比 29 %； 

万帮新能源：投资 8.1 亿，占比 8%； 

中国普天：投资 2.2 亿元，占比 2 %。 

不为人所知的是，充电桩是有使用寿命的，平均在 5 年左右，最大不超过 8 年，

且单桩单充电枪的价格在 1500 元人民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充电桩可以看作与

空调类似的白家电的一种，有定期更换的需求。 

┃十三五规划 

充电桩行业最先火起来的时间点是在 2015 年的最后几个月，期间有家公司在短

短 3 个月的时间内，做了 5 个亿的销售额。 

也是在期间的 2015 年 11 月 17 日，发改委、能源局、工信部、住建部四部委

联合印发《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 ~ 2020 年）》（即充电桩的十三五

规划）。 

 

图 2  充电桩十三五规划中的关键数字 

如图 2 所示，文件中明确：到 2020 年，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 1.2 万座，

分散式充电桩超过 480 万个，以满足全国 500 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目前，电动汽车和充电桩的数据暂时都没有达到预期。 

但是，政府如果出台积极的扶持政策的话， 充电桩的爆发也会很快。例如，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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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建小区和停车场现在预留充电桩车位达到 10-20 %，政府可以出台新规，把数

字增加到 100%，事实上这并不困难！ 

充电桩介绍 

充电桩基本介绍 

在演讲的第一部分中，从宏观层面对充电桩做了许多描述，但对于「什么是充电

桩？」，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江博士根据自己对充电桩的认识，给出了一个定

义： 

充电桩是「功能类似于加油站里的加油机，安装于公共建筑（公共楼宇、商场、公

共停车场等）、居民小区停车场或充电站内，为电动汽车充电的设备。」 

按照接口类型的不同，充电桩可分为以下两类： 

●交流充电桩：功率较小，用于慢充，如特斯拉交流充电的功率为 7 kW； 

●直流充电桩：功率较大，用于快充，有 30  kW、60 kW 等多种规格； 

 

图 3 充电桩应用示意图 

如图 3 所示，电动汽车的充电过程涉及到三个环节：电网—充电桩—汽车（电池）。

事实上，这与手机的充电过程是一样的：电网—充电器—手机（电池）。 

就现有的两种充电模式而言： 

●交流充电模式：充电桩为「交流电进，交流电出」，只需一个开关即可，价格较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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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直流充电模式：充电桩为「交流电进，直流电出」，需要对电流进行整流，价格昂

贵。 

其中，高压配电盒实际上是一个高压继电器，起到开关的功能。此外，在直流充电

模式下，由于充电机比较大比较重，一般集成在直流充电桩内，而不是像交流充电模式

那样直接配置在车上。 

充电桩构成 

 

图 4 充电桩构成 

图 4 中展示了一个完整的充电桩所需具备的各种功能。除了充电功能外，还需要

交互、验证、计量、联网等功能： 

●触摸屏：如果充电过程像一个黑箱，驾驶员不知道充电的状态，用户体验必然不

好，而触摸屏可以显示充电完成的情况； 

●刷卡：主要是为了对充电过程进行验证和计费； 

计量：为了保证用电量计算的可信度，一般安装的是经过 MC 认证的电表，而不

是个人设计的计量板； 

●联网：为了方便手机远程预约、扫码充电，和摩拜单车的使用方式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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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常见电动汽车充电时长 

图 5 中统计了市面上常见电动汽车的充电时长和续驶里程。虽然这些车型有点老，

不过总体而言，电动汽车慢充的时间都设计在 8 小时左右，即一晚上可以充 50 ~ 60 

度电，快充的时间在 1~2 小时。 

交流充电桩 

 

图 6 交流充电桩内部结构 

交流充电桩，顾名思义，是给电动汽车提供交流电源的充电装置。如图 6 所示，

交流充电桩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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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的通断，即在充电时电路连通，不充电时电路断开； 

●控制器引导电路：检测充电枪是否与电动汽车连接良好，若连接良好，则让继电

器吸合，电动汽车开始充电； 

●漏电保护电路：普通电器的标配； 

●过流过压保护电路：普通电器的标配； 

●防雷模块：普通电器的标配。 

 

图 7 交流充电桩样机 

对于交流充电桩的分类，按照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按照「充电枪的数量」，即一根充电桩上有几把充电枪： 

●单枪； 

●双枪； 

●多枪 

按照「安装方式」： 

●便携式：买电动汽车时送的随车充电配件，充电电流一般为 10 安培，可以直接

用家用的普通插座来充电，但每小时只能充 2 度电左右，速度太慢，通常用于应急； 

●壁挂式：充电桩安装在墙上； 

●落地式：充电桩安装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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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容量」： 

●10 A 220 VAC：即上文提到的的「便携式充电桩」的容量（「AC」为交流电

「Alternating Current」的缩写，下同）； 

●16 A 220 VAC； 

●32 A 220 VAC：目前市场的主流产品，7 kW 的功率容量； 

●63 A 380 VAC。 

需要指出的是，充电枪的数量与技术含量无关，且一根双枪的充电桩的价格和两根

单枪的充电桩的售价是差不多的。 

直流充电桩 

按照前文中的模式，直流充电桩是「通过内部 AC-DC 充电模块，将交流电转换

成直流，给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进行充电」的充电装置。其中，「DC」为直流电「Direct 

Current」的缩写，下同。 

 

图 8 直流充电桩样机 

对于直流充电桩的分类，按照不同的标准，也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按照「枪的数量 / 功率」： 

●单枪：30 KW /  60 KW / 120 KW； 

●双枪：120 KW （60 KW + 60 KW）； 

●一拖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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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输出电压等级」： 

●200 ~ 500 VDC：乘用车； 

●350 ~ 750 VDC：商用车； 

●200 ~ 750 VDC：通用型。 

 

图 9 直流充电桩内部电气结构 

直流充电桩的内部电气结构如图 9 所示，三大核心器件是充电模块、主控制器和

绝缘检测模块。其中，充电模块占充电桩成本的一半以上。 

 

图 10 直流充电模块内部功能结构图 

充电模块之所以这么贵，因为它可视为电源行业，需要 PFC （Power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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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or）功率因数模块、DC-DC 变压器等部件。 

充电桩技术发展趋势 

交流充电桩现有产品问题 

现有交流充电桩的产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产品结构复杂、成本较高； 

●功能需求不明确； 

●产品不可靠。 

现在大部分厂商都是做组装，交流充电桩的核心部件是控制板，直流充电桩的核心

部件是充电模块和主控制器，在市场上买到后进行组装就可以了。因为做充电桩的门槛

并不高，大家都可以做，所以有资源甚至比有技术更重要，也会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因

素。 

由于厂商不具备正向开发产品的能力，只是通过拼凑来做出产品，这会导致产品结

构复杂及产品不可靠。最终，相对于供应商，厂商的议价能力不强，导致利润都被核心

部件供应商赚走了，再加上产品的产量上不去，最终使得产品的成本较高。 

在充电桩行业发展的早期阶段，经常会出现客户要求厂商修改方案的情形，例如需

要添加一个 4G 通信模块，本质上是因为客户自己对功能的需求都不明确，但目前的

情况已经好转很多。 

「功能需求不明确」的另一个典型场景是，交流充电桩作为一个一般工业产品，汽

车制造商却用车规级产品的规格来要求它，要求经受 48 小时振动测试。这是不合理的，

因为充电桩不可能装在车上用。如在《充电桩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上）》中提到

的，交流充电桩就是一种新型白色家电，坏了就修一下，修不好就直接换了，不应该用

车载充电机的标准来要求它。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OTA4NzE1Mw==&mid=2651642506&idx=1&sn=89a9ae0acc124014178208e40d8c3dd5&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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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充电桩未来发展趋势 

交流充电桩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产品外形美观； 

●一体化设计（控制板一体化设计、塑料外壳、降低成本并提高可靠性、智能化）。 

之前由于需求不明确和产量较少，交流充电桩还不敢太定型。因为一方面开模的成

本非常高，一旦需求有变，需要重新开模；另一方面，各个模块的成本不一样，如 4G 

模块比 2G 模块贵 150 元人民币。 

未来充电桩需要进行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系统性降成本，以提升效益。 

直流充电桩现有产品问题 

现有直流充电桩的产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充电匹配性（协议一致性）； 

●产品结构复杂、成本高； 

●分体式充电模块（目前主流方式：产品设计不合理，散热差/防尘效果差，模块品

质层次不齐故障率高，价格战严重）。 

部分直流桩存在的问题与交流桩是类似的，例如「产品结构复杂、成本高」。 

「充电匹配性」的问题体现在，以前经常会出现电动汽车充不了电的情形，这种情

况在 2015 年之前非常严重。但是在 2015 年新国家标准出台了之后，目前这个问题

基本解决了。 

目前，充电桩的设计存在不合理之处。例如，北方充电桩的设计肯定和南方的不一

样，沿海充电桩的设计肯定和内陆的不一样——北方的需要防柳絮防沙尘，沿海的需要

防腐蚀，都需要做专门的优化处理。 

此外，充电桩行业的价格战非常严重。2015 年，按充电功率算，直流充电桩每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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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在 1 元 以上，现在跌到了 0.6 元 ~ 0.7 元，甚至更低。而且行业越不景气的

时候，为了求生存价格战越严重，当然利润空间也被挤压的越严重。 

直流充电桩未来发展趋势 

直流充电桩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体化设计（充电桩一体化设计，降低成本、提高可靠性，智能化） 

●大功率充电（350 kW） 

与交流充电桩一样，未来直流充电桩也需要进行一体化设计，进行产品整合，以达

到系统性降成本、「把别人的利润变成自己的利润」的效果。由于核心部件的东拼西凑，

现在的价格有点太高了。 

特斯拉最近拟推出 350 kW（1000 V 350 A）的直流充电技术，充电线采用水冷

来冷却。但是充电真的这么快有必要吗（特斯拉容量 75 kWh 的电池只需要 12 分钟

就能充满）？既然选择了电动汽车，就应该接受充电时间慢的现实，并考虑改变自己的

生活方式。 

行业机会讨论 

整桩厂家 

整桩厂家需要有自主研发能力，有一定的从业经验以及市场资源。 

「自主研发能力」在前文中已有较多论述，整桩厂家需要有正向开发与一体化设计

能力，才能具备较高的议价能力，赚到核心部件的利润。 

另外，「有一定的从业经验」是必要的。充电桩毕竟是一个实体，如果心血来潮进

入了之后，发现充电桩并没有那么好做，售后又存在一堆问题，收不到尾款，最后很可

能悻悻而归。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产品售出后受收不回款，例如有些买家的验收时间长

达三年，三年后才能拿到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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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市场资源」非常重要。因为如前文所述，充电桩行业的进入门槛不高，

有「市场资源」就意味着有订单，有订单就意味着有收入，企业才能存活下去。目前，

上海几家活得比较好的整桩企业都有如 EVCard 之类的主机厂的订单，它们的需求量

比较大，每个月需要在全国铺几千套，且对品质的要求多过于价格。 

零部件厂家 

零部件厂家主要有以下四类： 

●充电模块； 

●控制器系列； 

●充电枪； 

●其它部件（传统成熟行业）。 

 

充电模块示意图 

充电模块市场，可以说是腥风血雨，价格战非常严重。一开始的厂家可以做到 0.5 

~ 0.6 元 / 瓦，现在只能做到 0.17 元 / 瓦左右。因为充电模块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

量，利润比较高，当有新厂家进入之后，就想以低价来抢占市场。由于市场总的体量有

限，不降价就没有生存空间，最后导致大家一起降价，引发恶性竞争。 

控制器对研发能力的要求比较高，成本比较小，买家一般是二三线城市有市场资源

但是没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充电桩组装厂。通常来说，控制器和充电模块由不同的厂家来

做。原因在于，如果某厂家同时掌握两者的话，就意味着该厂家有做充电桩的能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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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充电桩厂家形成了竞争关系，充电桩厂家必然不会买该厂家的控制器或充电模块。 

厚势评论 

就在今天，备受行业关注的《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

理办法》正式发布（具体内容见今日第三条推送），针对新能源汽车的积分比例要求将

于 2019 年正式执行。 

正如江博士在演讲中提到的，充电桩行业只有在电动汽车大规模普及了之后，才能

真正发展起来。可以说，目前整个行业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间段之中。 

「好的生意就是要让人不断地花钱！」如江博士在演讲不断提到的观点——「交流

充电桩就是一种新型的白色家电」，既然是白色家电，就有维修和定期置换的需求，算

是一个能不断让人花钱的好生意。 

当然，由于充电桩市场的准入门槛不高，各个地方的本地厂商近水楼台先得月，会

出现市场碎片化的情形，即各个地区是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企业不是同一家。 

主讲人简介 

江磊，2015 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现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电动汽车充换电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电动汽车智能充电桩、车载充电机、电池管理

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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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桩家慧眼】充电桩市场规模千亿级 未来三年迎

爆发增长 

2017-08-15 思度科技 

在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行业都在蓬勃发展的时候，电动汽车充电桩产业也迎来了

大爆发。如果说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的话，那么充电桩则是电动汽车的加

油站，是汽车行驶的基础，没有充电桩，电动汽车只能是一堆不能动的废铁。 

“现在电动车这条腿走在前头了，要拉动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

新工程专家组组长王秉刚，将电动车和充电桩比做两条腿。 

据业内预计，从建设滞后到“适度超前”，未来三年充电桩产业将迎来大发展，市

场规模达千亿级。 

充电桩数量大爆发 

自 2015 年起，我国充电基础设施产业呈快速发展态势。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截至

今年 4 月底，全国已建成公共充电桩 17.1 万个，相比 2015 年底的 4.9 万个翻了 3 倍

以上。其中，城际高速快充站加快建设，已形成“六纵六横两环”格局。 

此外，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已建立城市级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管理平台。国家及

地方行业协会已陆续成立，并发挥积极作用。 

充电桩的发展态势会越来越快，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7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提出，2017 年内计划建成充电桩 90 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 10 万个，私人充电桩

80 万个。 

未来，随着电动汽车数量的飞速增长，作为基础的充电桩数量也会毫无疑问的同步

增加，根据《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到 2020 年将建设“四纵四横”城际电动汽

车快速充电网络，新增超过 800 座城际快速充电站。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 1.2 万座，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U3Nzg1Mg==&mid=2247485268&idx=1&sn=7754d78b32bd3561fd3e1a0536989625&chksm=97b5fe47a0c27751f9f21b4b92fe1895ba992f980c0495e3e9a1c06a41a597634cd30a7ca6ec&mpshare=1&scene=1&srcid=0816ylyZCiZH0xvdgLuNBSdz&key=3be1498843ffb2f56edaf353cabee15c278c6412e269261095587e320ad6e10792048a5744299a4cf2016d72becc887e3614333722f95cc07891625fae980391acf1643cefab6eb63bc4b345942a65ee&ascene=1&uin=MjgxNjYzODAzNA%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a&pass_ticket=p7HgD%2Be4zfmXwdpWH29PtGEX5W5Qg9bgZ3%2FVqJgGgGm4XASfn4T0loC8oRcNAE%2By&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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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充电桩超过 480 万个，满足全国 500 万辆电动汽车充换电需求。 

充电桩补贴大动作 

下调整车补贴、上调充电桩补贴已成为共识。为了新能源汽车行业健康发展，很多

城市近期调整了补贴政策。 

一、国家补贴方面 

按照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

于“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奖励政策及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知》，

2016-2020 年各省（区、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补标准如下： 

年份 

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区域和重点省市 

奖补门槛-标准车推广量 奖补标准 超出门槛部分奖补标准 

2016 年 30000 9000 每增加 25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75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1.2 亿元。 

2017 年 35000 9500 每增加 30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80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1.4 亿元。 

2018 年 48000 10400 每增加 40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95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1.6 亿元。 

2019 年 55000 11500 每增加 50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100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1.8 亿元。 

2020 年 70000 12600 每增加 60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110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2 亿元。 

 

年份 

中部省和福建省 

奖补门槛-标准车推广量 奖补标准 超出门槛部分奖补标准 

2016 年 18000 5400 每增加 15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45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1.2 亿元。 

2017 年 22000 5950 每增加 20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55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1.4 亿元。 

2018 年 28000 6700 每增加 25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60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1.6 亿元。 

2019 年 38000 8000 每增加 35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70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1.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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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0000 9000 每增加 45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80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2 亿元。 

 

年份 

其他省（区、市） 

奖补门槛-标准车推广量 奖补标准 超出门槛部分奖补标准 

2016 年 10000 3000 每增加 8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24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1.2 亿元。 

2017 年 12000 3250 每增加 10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28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1.4 亿元。 

2018 年 15000 3600 每增加 12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30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1.6 亿元。 

2019 年 20000 4200 每增加 15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32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1.8 亿元。 

2020 年 30000 5400 每增加 25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45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2 亿元。 

二、地方补贴已经明确 

各大城市开始积极发展充电桩，加大对充电基础设施的补贴力度，各地方政府均出

台了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奖励政策，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

石家庄、贵阳、广东，江苏、安徽等 30 多个省市，都在政策中明确了对充电桩的补贴

额，并且几乎所有城市均设置了补贴上限金额，补贴最高达设施投资的 30%。 

省市 建设规划 补贴标准 

北京市 

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将建设充电桩约 43.5 万个，

到 2020 年，城市核心区、通州新城、亦庄、延

庆冬奥区域等重点区域充电服务半径将小于 0.9

公里。截至今年 6 月底，累计建成约 9.23 万个充

电桩，形成六环内平均服务半径 5 公里的公用充

电网络。 

今年，北京市顺义区规定，符合国家及本市相关要求的公共充电设施，

投资建设单位可申请不高于项目总投资 30%的政府固定资产补助资金支

持。新能源汽车使用顺义区境内公用充电桩进行充电，给予充电服务费

用 0.4 元/千瓦时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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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至 2017 年上海市新能源充电设施规模需达到

10.3 万个；至 2020 年，上海市新能源车辆充电

桩规模至少达到 21.1 万个。 

在专用、公用充换电设施在建设环节中，对设备给予 30%补贴，并设立

上限。其中，直流充电设施每千瓦补贴上限为 600 元，交流充电设施每

千瓦补贴上限为 300 元。在运营环节，公交、环卫等行业充换电设施按

0.1 元/千瓦时标准补贴，千瓦充电功率每年补贴电量上限为 2000 千瓦

时；其他公用充换电设施按 0.2 元/千瓦时标准补贴，千瓦充电功率每年

补贴电量上限为 1000 千瓦时。 

广东省 

到 2020 年，全省将建成集中式充电站约 1490

座、分散式充电桩约 35 万个，满足全省约 41 万

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实现电动汽车“走遍珠

三角，通达各地市”。 

充换电基础设施补助按推广应用标准车数量给予奖励，省财政按照国家

对充电基础设施奖励资金的 40%进行分配；按充电设施充电服务能力（主

要参考充电设施额定输出功率）进行补贴：直流充电桩（机）550 元/千

瓦，包括无线充电桩；交流充电桩（机）100 元/千瓦，换电站工位 50

万元/工位。 

深圳市 

“十三五”期间，深圳计划建设投运 13800 个充

电桩，以满足深圳市规划和社会用桩的需求。其

中，共计划建设 8246 个公交快速充电桩。 

在充电桩建设方面，深圳市按照充电设施(站、桩、装置)装机功率，对直

流充电设备给予 600 元/千瓦补贴，交流充电设备给予 300 元/千瓦补贴。

不过 ，深圳市 要求单个运 营商需要 在深圳建 设充电桩总 功率达 到

8000KW，才可以提出补贴申请。 

广州市 

截至 2017 年 4 月，广州市全市充电桩已经达到

6207 个，增幅达到 966.49%。同时，广州市还

计划在 2018 年前建设充电桩 34700 个。 

虽然补贴标准尚未出台，不过广州市规定申请充电设施财政补贴资金扶

持的企业还应符合以下要求：1.已按要求在管理平台上进行信息录入的企

业；2.所建充电设施均已录入管理平台，并由平台运营商出具平台录入报

告；3.在广州市已建成并正常营运的充电设施总功率不少于 2000kW。 

江苏省 

2020 年全省建成 20 万根充电桩，满足 20 万辆

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到 2020 年，形成 208

座充电站的全省高速公路城际充电网络。建设充

电只能服务平台，大力推进“物联网+充电基础

设施”。 

省级补贴交流充电桩 400 元每千瓦，直流充电桩 600 元每千瓦，市级补

贴标准不低于省级补贴标准，单个充电站或充电桩群的省市补贴总额不

超过 2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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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 

2017 年我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计划总量

为 3000 根，其中交流桩 1770 根，直流桩 1230

根。 

南京市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由新建充电设施建设补贴和新建充电设施

运营补贴构成。在新建充电设施建设补贴方面，财政资金对公共领域充

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按充电桩充电功率给予补贴，交流充电桩每千瓦 600

元、直流充电桩每千瓦 900 元。单个充电站或充电桩群的补贴总额不超

过 180 万元。 

而对于新建充电设施运营补贴则是，根据市充电设施监管平台数据统计，

2017 年度企业月均单桩充电时长达到 20 小时的，对通过 2017 年度验

收的新建充电设施按交流充电桩每千瓦 200 元、直流充电桩每千瓦 300

元给予补贴。 

安徽省 

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指出，到 2020 年，新

增集中式充换电站 500 座，分散式充电桩 18 万

个。 

安徽省规定，对单独报装的公用充电桩，按照 0.6 元/kWh 的标准给予消

费者补贴，由运营商在充电费用中直接扣除；对新购纯电动乘用车的个

人用户给予 2000 元的电费补贴；取消个人购买纯电动乘用车 10000 元/

辆的充电费用和私用充电设施安装补助。而对验收合格、管理规范的公

用和专用直流充电桩，按照充电功率给予 200 元/千瓦的财政资金补贴，

前提是正常运营 3 个月以上，且单个乘用车充电桩每月平均充电量不少

于 450 度电。对住宅小区新建(不含规划配建)的充电桩，给予住宅小区物

业管理耽误 500 元/个的财政资金补助。 

江西省 

按照《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

施意见》显示，到 2020 年底，江西省建成充电

站 260 座，充电桩约 10 万根，满足超过 10 万辆

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按照《江西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省级补贴资金管理及发放暂行办

法》，江西省将对充电基础设施进行建设补助和运营补助，该暂行办法有

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1）建设补贴：按照额定输出功率，对充

电基础设施进行一次性补贴，直流充电设施(含交直流一体机)400 元/千

瓦，交流充电设施 200 元/千瓦。（2）运营补贴：按照实时采集的数据，

统计省级充电信息管理平台每年前 8000 万千瓦时充电电量构成信息，对

所属各运营方进行补贴，补贴标准为：专用充电设施 0.15 元/千瓦时、公

用充电设施 0.25 元/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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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十三五”规划期间，海南省全省应配套建设充

电桩 28000 个(其中，用户专用充电桩 23126 个，

分散式公共充电桩 4874 个)，公共充换电站 30

座。 

对外运营并接入省级充电基础设施信息平台的充电设施，运营阶段按充

电电量，给予运营度电补贴，暂定补贴期限为 5 年。补贴标准为 0.10 元

/千瓦时；每个充电桩(站)补贴上限，按照安装额定功率为基数，每千瓦

补贴不超过 200 元/年。按属地原则，补贴费用由省、市(县)各承担 50%。

对省级充电基础设施信息平台投资和运营给予补贴。对 2016 年至 2020

年省级平台设备投资及 APP 应用平台等相关研发费用，给予 30%财政资

金补贴，补贴上限不超过 500 万元。对省级平台运营涉及的公共网络租

赁等公共服务费用，给予财政资金补贴，每年补贴上限不超过 100 万元。 

贵阳市 

“十三五”期间，贵阳市规划建设充电站(点)约

300 个，充电桩约 1.2 万个，可为约 5 万辆车提

供充电服务，其中近期规划充电站(点)138 个，

充电桩 5282 个，可为约 2 万辆车提供充电服务。 

贵阳市规定，对于完成充电设施建设任务的企业，按照不超过总投资额

度 10%的比例给予充电设施建设单位奖励。 

杭州市 

到 2020 年，杭州市共计新建集中充换电站不少

于 160 座、分散式充电桩不少于 63000 个。 

为了鼓励和支持各类资本参与建设充换电设施，在 2017 年 1 月 1 日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杭州市对投资建设本市公用和公共充换电设施

(含充换电站、桩及装置)的，按照实际投资额的 25%给予补贴。 

武汉市 

截至今年 2 月底，武汉共有 51 个充换电站、5500

个公共充电桩，分别由 14 家企业单位建设运营。

今年年底，武汉规划建设充电桩 3160 个，将形

成“1+8”城市圈。 

武汉对于独立式公共充换电站，投资额超过 50 万元的，按投资额的 20%

一次性发放财政补贴，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站；分散式的公共

充电桩，则综合投资成本和充电桩功率进行一次性补贴，其中直流桩和

交流桩分别补贴 600 元/千瓦和 400 元/千瓦。 

西安市 

到 2020 年西安将新增集中式充电站 167 座，分

散式充电桩超过 4.28 万个，满足 4.53 万辆以上

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至于充电设施建设方面，

西安市规定新建各类停车场均需建有 30%的新

能源汽车充电车位，而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全条件。 

对具有西安户籍或持有《居住证》、近两年内连续缴纳社保满 1 年以上的

个人购买新能源汽车给予 10000 元/辆财政补贴，用于自用充电设施安装

和充电费用。 

沈阳市 2020 年建设充电站 120 座、充电桩 72000 个。 

将中央财政对基础设施的奖励资金与地方补助资金统筹使用，合计不超

过充电基础实施建设中设备投资的 20%。 



  行业新闻信息期刊   

2017 年 9 月（下） 

  39 / 115 

成都市 到 2020 年，成都市规划建设充电桩 9 万余个。 

1、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对经营性集中式充电桩(含换电站)给予 30%、

最高 500 万元补助；2、对于个人在自用车位安装建设充电桩，给予每个

桩 600 元一次性补贴；三、对于投资新建充电桩群(充电桩数量不低于 3

个)并竣工运营的，给予每个充电桩 600 元一次性补贴。 

厦门市 

到 2020 年，全市将推广新能源车辆 2.6 万辆，

建设充换电设施 23 座、公交车充电桩 540 个、

公共充电桩 4351 根及专(自)用充电桩 2.22 万根，

城市核心区公共充电服务半径小于 0.9 公里。 

对新建的公用、专用充电设备，按直流充电设施 495 元/千瓦、交流充电

设施 150 元/千瓦给予补助。而对于新建的公用、专用换电设备，给予设

备投资额的 30%财政资金补贴，补贴上限标准不超过：直流换电设施 495

元/千瓦、交流换电设施 150 元/千瓦。 

济南市 

至 2017 年年底，济南市将建成公共充电站 12 座，

公交、环卫、物流等专用充电站 15 座，充电桩

总量达到 8000 个，配电总容量 21MW。到 2020

年，济南市将建成公用及专用充电站 102 座、充

电桩 34000 个。 

济南市将按设备投资总造价 20%的比例对充电站进行财政补贴，每年列

支专项补贴资金 500 万元，具体补贴办法另行制定。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作为其配套设施，充电桩迎来了美好的

“春天”，可以预见，未来充电桩的发展态势只会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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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落实“两会”精神，三部委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工作重点揭秘 

2017-08-29 编辑部 汽车纵横杂志社 

为落实张高丽副总理主持召开的新能源汽车统筹规划创新发展专题会和马凯副总

理主持召开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座谈会（简称“两会”）的会议精神和重要指示，按

照节能和新能源汽车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的安排，2017 年 8 月 29 日，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组织召开了“两会”精神宣贯会。会议期间，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瞿国春、国

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赵一农、财政部经建司能源处副处长沈瑞钢介绍了主管部委下一

步的工作重点，受到各界高度关注。 

工信部：推进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五大重点 

一是落实规划 

会同有关部门抓好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落实工作，不断提高新能源汽车、智能

网联汽车发展水平，提高企业国际化发展能力。 

二是发布“并行管理办法” 

要会同财政部、商务部、质检总局、海关总署等部门联合发布《乘用车企业平均燃

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建立促进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市场化发展的

长效机制，目前该《办法》正在履行程序，将于近期发布。这个“双积分”制度是针对

新能源汽车以及整个汽车行业的政策措施。发布之后，还将进行相关的宣贯，针对如何

具体操作还要做一些培训，工信部会在近期把这方面工作做好。 

三是提高准入门槛 

落实《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与产品准入管理规定》，强化安全要求，提高准入门槛，

将会同发改委等部门严防新能源汽车产业出现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问题。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M0MjUzMA==&mid=2652837351&idx=1&sn=b023a0dff17926291da26fbdaa75ea67&chksm=bcd74d4a8ba0c45cf650ef3e1f9283cc6932120c893aed9fbf83046f05011c2b697460965f88&mpshare=1&scene=1&srcid=08293UEbWDIUlJil4eqXTsit&key=3df02fee9dc2e452333d938cb6cfed7ec15a0f7db403942c60027114ffed562171466298f1503c2e3828e34fc7cc8f8b0563970d634d1bc33c37028d3fc78e9f7ec84641f5f93ef20c013151a85902f2&ascene=1&uin=MjgxNjYzODAzNA%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5051a&pass_ticket=p7HgD%2Be4zfmXwdpWH29PtGEX5W5Qg9bgZ3%2FVqJgGgGm4XASfn4T0loC8oRcNAE%2By&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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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促进创新布局 

加快动力电池、智能网联汽车等汽车领域制造业创新布局建设，加强前瞻性研究，

尽快形成高水平的共性技术能力供给。 

五是完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 

会同有关部门加快研究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的延续实施。推动出台《道

路机动车辆生产管理条例》，加快建立生产一致性监管制度与监管平台，完善行业标准，

促进新能源汽车相关标准法规体系与国际接轨。同时要继续充分发挥部际联席会议机制

作用，按照张高丽副总理、马凯副总理的指示要求做好部门分工、加强联动，研究新能

源汽车创新发展政策措施，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能源局：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四大任务 

下一步充电基础设施要突出抓好创新发展，瞄准标准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大功率

化，加快研发先进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商业理论，着力解决好充电桩数量不

足、老旧小区改造、充电桩接口不兼容等问题。 

一是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继续狠抓充电基础设施“补短板”工作，继续组织实施居民充电设施建设，提升居

民专用充电桩报装效率，将会同投资委、国管局等单位推进相关工作，督促各地相关部

门发挥公共机构和国有企业示范带头作用，组织加快单位内部专用充电桩建设，同时电

网企业、充电运营商要主动作为，做好充电桩报装的工程设计、施工等基础服务工作。 

二是创新商业模式发展，提升现有充电桩的使用效率 

各充电桩运营企业、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要组织分析公共充电桩使用的重点地区，

对于重点重要范围，特别是网约车排队充电站要加大支持力度，提升服务水平，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织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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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出租车、网约车等公司进行对口衔接，提高运营效率，促进形成车桩相随的良性

发展态势。 

三是加快推进互联互通的相关工作 

各运营商要按照要求稳步推进旧设备的升级改造，力争今年年底完成全部改造任务，

充电联盟等中介机构要继续组织开展充电互操作实验，充电联盟要抓紧筹备标识认证的

相关工作，力争 9 月份启动第一批试点。此外要积极开展车桩互操作测试，组织在北京、

上海、深圳等重点城市开展充电漫游测试，适时启动车桩融合工作。重点检验充电设施

互联互通情况。 

四是提高行业技术发展水平 

充分发挥联盟和行业龙头企业的作用，通过数据互联、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加快

平和的整合，开展“互联网+充电设施”创新，促进建成多方参与、互利共赢的充电设

施国家级的网络平台，为用户提供更好、更完善的充电服务，提升平台的价值及运营水

平。充电联盟要密切跟踪国际上大功率充电技术发展，加快促进我国大功率充电技术的

基础研究。 

财政部：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四个趋势 

一是重点支持关键技术创新 

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从供给侧角度继续支持，体

现在加强统筹规划，提升创新能力，特别是技术研发创新方面。我们一直认为从产业发

展角度，作为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来说一直是一个短板，

特别是动力电池这一关键零部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心脏。因此对于技术创新研发

财政部将继续给予支持。在补贴等支持政策方面将继续突出对优势产业、优势产品及技

术创新的支持，对于追求技术创新、有技术优势企业也将继续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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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补贴政策将突出市场导向 

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从这些年发展情况看，我们的补贴政策是行之有

效的，但是长期执行补贴政策，不仅让政府背上沉重补贴负担，更重要的是容易让企业

患上政策依赖症，缺乏技术创新研发、产品质量升级的动力和压力。行业更是容易出现

低水平盲目扩张，造成产业布局不合理、产能过剩，现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低端产品过

剩，高端产品供应不足。因此补贴政策将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突出市场导

向，理性引导投资，在高性能、高水平的基础上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创造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着力提高供给质量，督促企业推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产品。 

三是强化行业自律，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一方面加强对企业的监督管理，督促企业强化自律，诚信经营，同时继续支持行业

机构建立平台，通过市场化、信息化手段加强对于新能源汽车推广、生产等方面的监管。

同时利用监管平台为我们今后政策设计、调整做参考。 

四是进一步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在国家能源局大力支持、规划、部署、协调下，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加快，

特别是在一些机场、高速公路等重要地区的充电设施建设也在加快。下一步应落实好“十

三五”期间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奖补政策，鼓励地方政府加大投入，鼓励创新，采取

PPP、众筹等方式降低成本，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加快发展，促进充电基础设施

的快速普及。（编辑：甄文媛 赵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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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广东 21 地市都能便捷充电 “僵尸充电桩”有望激活 

国际新能源网  来源：金羊网  日期：2017-09-19 

截至 9 月，已接入 18 家充电设施运营商，充电站 1819 座，充电桩 13438 个，能

够满足全省 1/5 的电动汽车用户同时在线充电。据悉，广州所有的充电桩已有八成接入

其中。 

全省统一电动车充电设施智能服务平台上线 

15 日，全国最大省级充电设施智能服务平台“粤易充”正式上线。记者从南方电

网广东公司获悉，该平台由“粤易充”APP 与门户网站，以及智能监控系统组成，截至

9 月，已接入 18 家充电设施运营商，充电站 1819 座，充电桩 13438 个，能够满足全

省 1/5 的电动汽车用户同时在线充电。据悉，广州所有的充电桩已有八成接入其中。 

让充电桩不再沦为“孤岛” 

当前广东省电动汽车快速发展，但充电设施与电动汽车的发展不协调。一充电设施

运营商的负责人李经理告诉记者，由于充电新旧协议不统一，充电运营商多且分散，运

营商与用户之间存在“信息差”，很多充电桩沦为一个个“孤岛”，建成后处于闲置状态，

成为“僵尸桩”。该公司在广东建有 13702 个充电桩，利用率最低的布点上线 26 个月，

仅充了 4.6 度电。 

受广东省发改委委托，南方电网广东公司负责开发建设的“粤易充”APP 作为全国

最大省级充电设施智能服务平台，实现了充电桩的互联互通。横向上，可为用户提供不

同充电运营商选择，用户在全省 21 个地级市均能找到多个可用充电桩。纵向上，可为

用户提供寻桩、导航、充电、支付“一键服务”。 

加快高速路充电网络贯通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公司获悉，为破解电动汽车车主“里程焦虑”，广东将大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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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建设。 

到“十三五”末，全省将完成珠三角环线高速 G94、沈海广州支线 S15、广澳高速

G4W、广惠高速 S21、莞佛高速 G94（11）服务区城际快充站建设，实现珠三角环线

充电网络的贯通。 

同时，打通出省“大动脉”，完成京港澳高速 G4（韶关-广州-珠海）、沈海高速 G15

（潮州-广州-湛江）、广昆高速 G80（广州-云浮）、长深高速 G25（深圳-梅州）服务区

充电网络全覆盖建设，充电网络连通各地市及周边省份。 

此外，为进一步加强与港澳地区的互联互通，南方电网广东公司计划投资约 9000

万元打造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充电示范项目，建设充电桩 550 个，为三地车辆提供通用、

快充为主的充电配套设施。 

记者了解到，为推动充电行业加快发展，广东正在研究对充电设施给予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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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广东省将推充电桩“度电补贴” 

国际新能源网  来源：南方能源观察  日期：2017-09-20 

广东省正在制定针对充电设施的财政补贴政策，预计补贴将以初装补贴和运营期间

的度电补贴两部分构成。9 月 15 日，在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下称

“联盟”）第一次会员大会暨充电设施智能服务平台“粤易充”上线发布会上，联盟秘

书长、广东电网市场部主任谭跃凯对媒体做出上述表示。 

补贴方案已报省财政厅 

谭跃凯表示，补贴方案已由广东省发改委制定完成并报至省财政厅，有待省财政厅

审议批准。 

他表示，早期的政策普遍按照建设规模予以补贴，有可能造成企业只重建设，不重

运营，充电桩实际利用效率不高。按照度电补贴有助于改变这一状况。 

在全国范围内，上海市已经率先按照这一思路，向充电桩企业发放初装补贴和度电

补贴。上海市这一政策于 2016 年推出，根据规定，在运营环节，上海市对于公交等特

定行业用充换电设施按 0.1 元/千瓦时补贴（上限为 2000 千瓦时/千瓦·年）；对于其他

为社会车辆服务的公用充换电设施按 0.2 元/千瓦时补贴（上限为 1000 千瓦时/千瓦·年）。

同时，在建设环节，上海市给予专用、公用充换电设施 30%的初装补贴。 

广东省能源局副局长谢卓群在此次大会上表示，目前广东省充电基础设施仍然滞后，

互联互通程度低，与电动汽车的发展还不协调，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电动汽车的发展。 

根据《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2016-2020）》，到 2020 年，全省将建

成集中式充电站约 1490 座、分散式充电桩约 35 万个，满足全省约 41 万辆电动汽车

的充电需求。 

省级平台“粤易充”上线 



  行业新闻信息期刊   

2017 年 9 月（下） 

  47 / 115 

省级充电设施智能服务平台“粤易充”今日正式上线。据了解，该平台由“粤易充”

APP、“粤易充”门户网站以及智能监控系统组成。截至 9 月，平台已接入 18 家充电设

施运营商，充电站 1819 座，充电桩 13438 个，能够满足全省 1/5 的电动汽车用户同

时在线充电。 

这一平台兼具服务市场和政府监管两重身份。平台由广东省发改委委托广东电网公

司开发建设，未来广东省充电设施需要接入这一平台才能申领相关补贴。与此同时，这

一平台还将发挥自身优势，为政府决策和监管提供数据支撑。 

在服务用户方面，该平台将为用户提供不同充电运营商的选择，用户可在全省 21

个地级市借助这一平台使用充电桩。 

此外，联盟今日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标志其进入实质性运作。该联盟由能源供应

商、充电设施制造商、充电运营服务商、第三方机构和相关社团组织等组成。经联盟第

一次会员大会选举，广东电网公司和广东省交通集团分别担任联盟的理事长单位和副理

事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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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2017-2021 年中国充电桩行业发展及电动汽

车充电预测分析 

国际新能源网  来源：中投投资咨询网  日期：2017-09-19 

中国充电桩行业发展因素分析 

一、有利因素 

(一)政策支持 

根据发改委印发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显示，我国

充电基础设施的发展目标是到 2020 年，建成集中充电站 1.2 万座，分散式充电桩 480

万个，满足全国 500 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根据国家能源局出台的《2017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将积极推进充电桩建设，

2017 年计划建成充电桩 90 万根。其中公共充电桩 10 万根，私人充电桩 80 万根。 

(二)充电桩涌入“共享市场” 

对充电桩企业而言，积极布桩依然是最按部就班的选择。而除了新建设施，现在企

业的竞争也有部分转移到了云平台等解决方案上。竞争之外，更多运营商开始强调“开

放共享”。 

近年来，充电桩随着新能源概念的提出，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早在前几年，就有消

息传出充电桩将加入互联网模式，进入“互联互通”时代，不同企业的产品之间可以实

现共用。经过几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愈发深入人心，得到许多企业的自发主动参与。国

内许多大型充电桩运营商和制造商都开始开放平台，接入其他友商的充电桩，提供运营

服务。例如，国家电网与普天、特来电、万帮等 17 家企业完成互联互通测试，积极探

索建立互联互通商业运营模式。 

(三)发展潜力大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7%94%B5%E5%8A%A8%E6%B1%BD%E8%BD%A6&inner=1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5%85%85%E7%94%B5%E7%AB%99&inner=1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5%85%85%E7%94%B5%E6%A1%A9&inn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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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 51.7 万辆，销售 5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1.7%

和 53.0%，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 100 万辆。2017 年 1-5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 14.7 万辆和 13.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7%和 7.8%。 

2016 年，全国公共充电桩从年初的不到 5 万个，增长到 15 万个，同比增长 200%，

私人专用充电桩也随着私人乘用车的推广应用加快增长，安装比例达到 80%以上，城

际也已建成以 48.6 公里使用半径的快充站。而从全球来看，主要国家公共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数量，欧洲总共建设 10.6 万个、美国建设 4 万个、日本仅有 2.2 万个，都比我

国的要少。 

二、不利因素 

(一)充电桩使用率低 

不管是相关政府部门还是民间资本，都在大力发展充电桩。目前的情况是，一边车

主大喊着“无处充电”，一边则是充电桩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在这其中，凸显出的问题

是充电桩使用率低。 

“联联充电”是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受上海相关政府部门委托承建

的，主要接入上海“公共”和“专用”的充电桩，联联平台上将近 8,000 个公共充电桩

使用数据显示，上海的公共充电桩利用率为 4%，比例不算高，利用率高的主要是为城

市出租车和公交车服务的专用充电桩，此外，公共充电桩的损坏率也达到 3%。 

(二)充电设施布局落点难 

安装一个充电桩需要协调的部委主体非常多，各种诉求、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应有

一些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方面，应着重从法律、规划上

加以落实。 

(三)用户体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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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都讲究使用体验。目前，各充电桩平台都有自己的 App，但

几乎每个 App 都只能找寻自家的充电桩，没有互联互通。即使车主发现充电桩，还得

先安装其 App 并注册登录才能解锁枪，而支付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平台支持支付宝、

微信支付和银联，有的平台需要事先办好该平台的消费卡。 

新能源汽车销量预测 

2015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33.1 万辆，同比增长 3.4 倍;2016 年，中国新能

源汽车销量为 50.7 万辆，同比增长 53%;2017 年 1-5 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13.6

万辆，同比增长 7.8%。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预计，2017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 61 万辆，未来五

年(2017-2021)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43.74%，2021 年将达到 260 万辆。 

 

公共充电桩数量预测 

截至 2016 年，全国已累计建成公共充电桩约 15 万个;截至 2017 年 4 月，全国已

建成公共类充电桩 161,193 个。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预计，2017 年我国公共充电桩数量将达到 25 万个，未来五

年(2017-2021)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23.39%，2021 年将达到 58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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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锂电行业新闻 

十四、动力电池行业一周热点 

动力电池网  时间：2017-09-24 

动力电池行业一周热点准时放送，本周，腾讯再度正式布局汽车领域，与广汽达成

战略合作；科陆电子第四次出售国能电池股权；明美集团项目一期正式投产——投资

2.5 亿元的两条锂电池自动化生产线完成产能爬坡，形成年产能 10 亿瓦时；比亚迪的

董事长王传福预计中国新能源汽车转型将在 2030 年前完成等，更多精彩，请戳下文！ 

工信部发布第 300 批新车公示 320 款新能源汽车产品申报 

9 月 18 日，工信部公示申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第 300 批）

的新产品，申报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共有 109 户企业的 320 个型号，其中纯电动产品共

107 户企业 300 个型号、插电式混合动力产品共 12 户企业 16 个型号、燃料电池产品

共 4 户企业 4 个型号。 

远东福斯特江苏基地 12GWh 锂电池项目开工 

9 月 16 日，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江苏有限公司在宜兴市智慧能源产业园举行开工奠

基仪式。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66.8 亿元，规划用地 1000 余亩，整个项目，将在 3 年内

全部建成达产达标。福斯特江苏动力电池年产能将达 12GWh，至 2021 年总产值将达

250 亿元人民币。 

金沙江创投或有意收购 SQM 公司 20%股份 

世界最大的钾肥生产商——加拿大钾肥公司 PotashCorp.ofSaskatchewan 为友

好合并规模较小竞争对手 Agrium 的交易获得监管批准，可能出售所持智利锂开采企业

SQM 的股份。有市场传闻称，智利 SQM 公司已经引起私募股权公司——金沙江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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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国企业的兴趣。据传，金沙江创投有意收购 SQM 公司 20%的股份，目前 SQM 的

市值将近 19 亿美元。    

通用 CEO 透露在华电池 PACK 厂进入试运营阶段 

为了适应在中国市场不断壮大的新能源车型的需求，去年 8 月通用宣布与上汽投资

17.2 亿元人民币在上海金桥建设一座锂电池组装厂。该厂建成后还将为通用汽车在全球

生产的新能源车配套锂电池组。博拉表示，该电池组装工厂目前已进入试运营阶段，计

划于今年年底正式投产。 

腾讯和广汽达成战略合作，不排除出资造车 

9 月 18 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在广州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车联网服务、智能驾驶、云平台、大数据、汽车

生态圈、智能网联汽车营销和宣传等领域开展业务合作，同时探讨在汽车电商平台、汽

车保险业务以及移动出行和新能源汽车领域开展资本合作，以共同推动双方业务的共同

发展。随着广汽和腾讯合作的深入开展，双方还将进一步探讨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开展资

本合作，共同发展新能源汽车业务。 

三星 SDI 秀出动力电池全家桶 

2017 法兰克福车展上，三星 SDI 面向车企推出了多功能电池包、低高度电芯、

21700 电池产品组合拳。三星 SDI 的思路非常明确，多功能电池包体现的是自由配置

的容量的模块化思路；低高度电芯的推出初衷很可能是为了响应当下动力电池能量密度

不高催生的小体积需求：动力电池密度偏低——堆叠更多电池组——占用过多体积—

—催生低高度电芯品类，以提高空间利用率；21700 电池不必多说，这个品类几乎成

为了当下各动力电池厂商的旗舰产品，除了三星 SDI，松下-特斯拉、LG 化学也都在开

发同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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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拟售坚瑞沃能 4.81%股份 拟募资 6.3 亿投资锂电池隔膜 

9 月 19 日晚间，长园集团发布公告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或大

宗交易系统，择机出售持有的坚瑞沃能股份，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同日，长园集团

公告，拟发行总额不超过 9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资投向锂电池隔膜项目和偿还银

行贷款。其中 27,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63,000 万元投资于“锂电池隔膜项目”。 

特斯拉申请新专利 15 分钟就能更换动力电池 

近日，海外媒体曝光了特斯拉关于快速更换动力电池方面的新进展，最新研发的电

池交换机，可以在 15 分钟内更换电池。据悉，特斯拉已经为这项技术递交了专利申

请。  此次的电池交换机经过了一系列改进，最直观的优势有三点：一是技术人员更容

易操作；二是将车辆举升，便于检查电池组整体的情况；三是交换机本身的体积更紧凑，

可移动性较强，且占地面积不大。 这款电池交换机现阶段只适用于 MODELS 和

MODELX 两款车型 

中鼎股份拟 8421 万元收购国能电池 1.203%股权 

2015 年，科陆电子先后以 4000 万、7200 万收购了北京国能电池 13.33%、16.7%

的股份，总计持有国能电池 30%的股权。中鼎股份 9 月 18 日晚间披露，公司与北京国

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科陆电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84210526 元收购国能电池 1.203%的股权。据了解，这已经是科陆电子第四次出售国

能电池股权，2016 年，科陆电子又分别以 12250 万、8166.67 万元的价格，出售持有

的国能电池 3%和 2%的股权，今年 9 月 13 日以人民币 10200 万元的价格将持有的国

能电池 1.4571%的股权转让给浚信工业（深圳）有限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公司

主营业务投入。 

合纵科技拟投 3 亿建电池级铁锂材料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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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纵科技 9 月 20 日晚间公告，公司拟以旗下全资子公司湖南雅城新材料有限公司

作为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电池级铁锂材料生产基地项目(一期)，计划总投资不超过 3 亿元，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108639.1391 平方米，建设年限为 2 年。 

明美集团年产 10 亿瓦时动力电池项目一期投产 

明美集团在泰项目一期正式投产——投资 2.5 亿元的两条锂电池自动化生产线完

成产能爬坡，形成年产能 10 亿瓦时，年产值可达 8 亿元。据了解，江苏明美动力电池

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共分三期建设，根据项目规划，2020 年左右全面建成后，明美

集团锂电池业务将整体搬迁至海陵工业园，并在此设立集团总部，届时可实现年产值

30 亿元，年利税 2 亿元。 

外资电动车企进军中国还面临三大挑战 

外资可能获准在自贸区内建立独资电动车业务的报道，在汽车行业引发轰动。美国

媒体报道称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正考虑允许外国汽车制造商在自贸区内建立独资电动车

业务，该政策最快将在明年实施。在现行政策下，外企要涉足中国车市，需要和本地企

业建立合资公司，如消息属实，这将是自 1990 年代以来中国汽车行业政策的一项重大

变化。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外资电动车企业进军中国市场仍有三大现实问题需要面对。

一是高质量电池供应问题、二是充电设施建设滞后、三是消费者结构问题。 

戴姆勒计划投 10 亿美元在美生产电动 SUV 和电池 

据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称，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公司计划投资 10 亿美元来

扩大美国阿拉巴马州图斯卡鲁萨（Tuscaloosa）奔驰组装工厂，以生产电动 SUV 和电

池，与特斯拉展开竞争。据知情人士透露，戴姆勒将于 2020 年初在图斯卡鲁萨工厂生

产一款电动 SUV，并将于明年开始在附件建造一座电池厂生产该 SUV 和其他电动汽车

所需要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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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夫股份：中高层增持合计逾 1.6 亿元 加速新能源产业布局 

9 月 21 日晚间，尤夫股份公告称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翁中华先生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9 月 21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2，293，240 股公司股票，金额 61，

441，032.12 元；刘英平先生通过委托设立的信托计划买入 3，738，300 股，金额 100，

197，927.13 元。 

比亚迪：中国新能源汽车转型将在 2030 年前完成 

本月稍早，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工信部已经启动有关何时停止生產销售传统

能源汽车问题的研究。但他未透露中国将何时实施这个禁令的细节。中国汽车制造商比

亚迪的董事长王传福预计，到 2030 年中国将全部实现电动或混合动力汽车，这一时间

表甚至比欧洲更为领先。当前中国正在推动从传统汽油汽车向新能源汽车的转型。 

商务部放话：将为新能源汽车外资企业开路 

9 月 21 日，商务部召开新闻部发布会回应了外资新能源汽车企业在自贸区设立独

资企业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中国政府将尽快研究出台减少新能源汽车制

造领域外商投资限制的政策措施，持续推进这个领域的对外开放。众所周知，我国相关

政策规定，汽车行业一直以来不允许外商以独资的方式进入中国，也就是说独资企业可

以向中国出口原产车，但不能在中国生产，或者以与国内车企合资的形式进行本土化生

产，合资股比尚有 50∶50 的红线规定；同时，还有同类产品最多只允许两家合资公司

存在的限制。不过今年大众打破外企在中国只能有两家合资企业的限制，今年以来中外

新能源车企合资、合作的案例已经升至 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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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供给失衡，新能源汽车火热的背后，是电池产

能过剩的痛 

来源:亿欧网  发布时间:2017-09-25 

15 张独立新建纯电动汽车生产资质已经名花有主。经历了多重严格审查之后，这

些企业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展造车工程。主要是地方政府热情高涨，在背后大力推动。

不少地方政府的心态是，燃油车的机会没赶上，新能源汽车的机会要千方百计赶搭上。

15 家获得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中，除去奇瑞新能源、北汽新能源等国有集团作

为靠山的整车企业，新出现的 10 余家企业背后大多有地方政府的身影。 

如云度汽车，股东里不仅有福建汽车工业集团，还有莆田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背后是福建莆田市。江苏敏安汽车的股东里有江苏淮安开发控股有限公司，背后是江苏

淮安市。 

陆地方舟，早在 2010 年便与佛山市高明区签署合作协议，计划在当地建设总投资

25 亿元产能 20 万辆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2015 年，佛山市政府专门组织召开陆地

方舟项目工作会议，市领导明确表示，各方都要以“资质通过、项目建成”作为共同目

标。 

2014 年以来，一大批互联网企业宣布跨界造车，试图掌握智能电动汽车市场的主

导权。2015 年 6 月 14 日，创始人李想卸任汽车之家总裁一职，和李斌先后投资创办

蔚来汽车和车和家两家电动车企业。前者主要开发不昂贵的、环保的互联电动汽车，后

者的目标是实现心里那些小而美的智能电动车。 

2017 年 6 月 12 日，神州优车今日在北京公布成立优车产业基金，由前 UC 浏览

器联合创始人何小鹏担任董事长的小鹏汽车获得了这一基金成立后的第一笔投资。 

在今年年底，奇点、蔚来、小鹏的产品都将问世。明年，威马的首款量产 SUV 也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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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拜腾已经规划了同一平台的三款产品，包括 SUV、轿车和 MPV。其中，首款量产

SUV 车型将于 2019 年第四季度正式上市。 

新能源汽车已经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有关统计显示，拿到资质的 15 家新能源车企产能共约为 117 万辆。而中国汽车技

术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拥有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传统车企就已经超过了 200 家，

总体产能规划已经超过 500 万辆。但是，即便是乐观估计，我国 2020 年所有新能源汽

车的预计销量也仅为 200 万辆。 

新能源汽车销量的高增长带动了动力电池产业的快速发展，自 2014 年起动力电池

产业增长率分别为 368%、324%、78.6%。另一方面，在如此高增长的背后，动力电

池产能过剩的隐忧也已经显现。 

政策诱导，锂电池遍地开花 

从提高行业产能门槛的《汽车动力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17 年)》到建立完善废旧

动力电池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的《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再到今年 1 月份涉及电池比能量及成本的《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相关

部门针对动力锂电池产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让动力锂电池行业全面开花。 

资本的追捧使得动力电池企业估值飙升，A 股市场上，赣锋锂业、亿纬锂能、多氟

多等个股也连创新高。不过，7 月以来，动力电池板块上市公司股价突然掉头向下，引

发了投资者的担忧。同时，部分上市公司甚至喊停收购，如多氟多 7 月 22 日公告称，

决定终止收购山西宇航汽车和中道能源有限公司，尽管中道能源已经进入了《汽车动力

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目录。 

锂电池高速增长的背后，同样是产能过剩的隐忧 

而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关于新能源车及动力电池产业的前景，分歧也已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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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者如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吴松泉，看好新能源汽车业的长期发展，“2020 年

新能源汽车将占中国汽车总销量的 8%(约 240 万辆)，2030 年占比将升至 40%。”同时，

尽管今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约为 17 万辆，不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年初提出的

70 万辆(全年)目标的 25%，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姚杰仍表示，不下调全年销

量预期。而如果要实现 70 万辆的全年目标，意味着下半年国内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将接

近 53 万辆，较上半年增长 211%，届时，占新能源汽车总成本的 30%至 50%的动力电

池业将迎来高速增长。 

与乐观观点相对，7 月 20 日，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吴伯荣在“中国新能源

动力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大会上吹起冷风。他指出，2016 年底，全国动

力电池规划产能将达到 60GWh；但相关数据显示，2016 年的动力电池产能需求为

30GWh。以此计算，2016 年整体产能利用率约 50%，大量产能将闲置或放空。同时，

在近年来新能源汽车高增长空间的诱惑下，动力电池生产商们纷纷扩大产能，2017 年

行业规划产能已达到 90GWh。 

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我国动力电池企业规划产能达到了 92.5~102.5GWh，以

7 成的产能利用率计算，2016 年产量将达到 65~72GWh。2015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量近 38 万辆，动力电池市场需求量约为 15.5GWh，2016 年电动汽车产量按照 80

万辆计算，动力电池市场需求在 32GWh 左右，再加上锂电自行车、电动工具等领域，

锂离子动力电池市场需求约为 35GWh。市场需求量明显低于预期产能。 

例如，2016 年上半年，宁德时代在动力电池领域的营业额达到 35 亿元，其国内

的竞争对手比亚迪营业额为 45 亿元。在全球动力电池市场，松下凭借与特斯拉的战略

合作，牢牢保持第一的地位，比亚迪次之，宁德时代已超越 LG 化学位居全球第三。而

其目前年产能已达到 7.5GWh，磷酸铁锂和三元各占一半，接下来计划每年翻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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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产能有望达到 50GWh，这个数字超过了此前特斯拉宣布的 35GWh 和比亚迪

宣布的 34GWh 同期产能。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新能源汽车创业投资子基金合伙人兼总裁方建华曾经对媒

体公开表示：“虽然宁德时代声称 2020 年锂电总产量将达到 50GWh，我认为肯定会

出现过剩。今年年底，我国动力电池产能将会达到 120GWH，甚至是 180-200GWH，

但我认为总体销售量不会超过 40GWh，所以目前已经过剩。” 

优势企业仍是“香饽饽” 

尽管动力电池的总体产能可能存在过剩之忧，但下游的车企目前却因电池供不应求

而烦恼。据调查，布局三元动力电池及进入《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目录的优

势动力电池企业，还是市场的“香饽饽”。 

有机构数据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动力电池产量 12.72GWh，同比增长 201%；

动力电池出货量 10.1GWh，占产量的 79.4%，库存占比 20.6%。在整体产能过剩的

情况下，宁德时代、国轩高科等龙头企业的动力电池产品则出现“结构性供不应求”。 

所谓“结构性供不应求”，源于三点。 

其一，受制于动力电池的生产资质。2017 年 4 月 29 日工信部发布“关于符合《汽

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申报工作的补充通知”，原来的非强制目录变为强制

目录。即，已进入新能源车型推荐目录的车型，必须同时配套符合《汽车动力蓄电池行

业规范条件》的动力电池，才能获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补贴。因此，整车企业只能选择

暂时放弃采购未入围的汽车动力电池。目前，工信部已公布了四批《汽车动力蓄电池行

业规范条件》目录，不超过 60 家单体电池供应商入围，三星、LG 等全球电池巨头未进

入目录，因此造成短期内的动力电池有效供应骤降。据悉，三星、LG 等外资电池巨头

是全球最大的车用动力电池供应商，在中国动力电池的市场占有率约 60%至 70%。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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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报道称，三星、LG 在中国的三元电池产能达 3Gwh，而去年，国内三元动力电池

总出货量才 4.2Gwh。 

其二，尽管国内市场生产动力电池的企业约有 170 家，但真正满足下游企业技术

要求，能进入主流车企供应链的动力电池供应商却不足十家，如国轩高科、沃特玛、宁

德时代等龙头企业。面对众多新能源车企投来的橄榄枝，上述龙头企业的产能还是相对

不足。 

其三，随着新能源汽车乘用车、物流车市场的高增长，动力电池市场结构也在发生

变化，三元动力电池正接棒磷酸铁锂电池，成为新能源汽车未来的“风口”。因为此前

未预料到三元动力电池需求的快速增长，多数企业未及时布局，加剧了三元动力电池的

供不应求。 

上述几点，已得到下游车企的证实。来自上汽集团的信息则显示，因为动力电池供

应紧张，目前只能保证荣威 e550 的电池供应，原计划年底上市的荣威 eRX5 插电式强

混版本可能会延迟上市，该车研发时计划搭载的是 LG 动力电池。据悉，上汽乘用车公

司正在考虑更换电池的新方案。此外，一汽、长安、长城、吉利等车企旗下高端新能源

产品也因选择三星或松下作为动力电池供应商，而受到影响。原打算在中国市场引入新

能源汽车的海外汽车巨头们(奔驰、通用、宝马、大众汽车)，也因三星、LG 尚未入选电

池目录的问题而放慢了步伐。 

在此格局下，早已布局三元动力电池的亿纬锂能、国轩高科等企业，或将成为受益

者。7 月 13 日，亿纬锂能在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透露，其三元材料动力电池一期

(1GWh)项目已有两条生产线开始在生产。目前，亿纬锂能拥有磷酸铁锂和三元电池两

种主流动力电池核心技术，已入围第四批电池目录。而国轩高科则已提前扩建三元动力

电池产能，在旗下合肥三期与青岛工厂建成投产后，至今年三季度，国轩高科的三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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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电池产能将进一步提升。同时，宁德时代也将继续扩建产能，公司今年产能将达到 7.5GWh，

其中，磷酸铁锂电池、三元电池各占一半。 

中小型动力锂电池企业该怎么办？ 

产能过剩与产能不足这一对看起来矛盾的现象，但却同时出现在动力电池上，这对于这

个产业无疑将产不小的生伤害。 

2017 年补贴的大幅退坡也将给动力电池市场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仍需依赖政策的情况下，单打独斗，或许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市场集中度的提升是动力电池行业必然的趋势，动力电池生产企业中，2016 年出货量

超过 1GWh 的有四家。比亚迪与宁德时代 2016 年分别出货 7.35GWh 和 6.72GWh，占据

动力电池过半的市场份额，其后的沃特玛与国轩高科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8.88%和 6.63%，

前 10 名企业合资市场占有率接近 80%。其中磷酸铁锂电池的市场集中度较高，前 4 名占

据 84%的份额，而三元电池前 4 名的份额也达到 60%。然而，中国生产动力锂电池的厂家

有不下 20 家，产值排在后面的鹏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天鹏电源有限公司等动力锂电池

生产厂家，又将要何去何从？ 

今年发布的《汽车动力电池行业规范条件》修改版，其主要目的就是为降低准入门槛，

让更多的锂电池厂家参与到汽车动力锂电池的生产进程中。该文件将单体企业年产能门槛调

低至 30-50 亿瓦时，而此前门槛为“不低于 80 亿瓦时”。80 亿瓦时显然有些难以达到，如

按照此前的门槛，仅有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可以达标，国轩高科在扩大产能之后或许可以达标，

而降低标准以后，将会有更多厂家获得进入汽车电池领域的资格证。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

动力电池企业的扩产空间依旧巨大。新能源电池领域的中小企业应该兼顾速度和质量，速度、

规模的扩张应该基于行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应该基于对市场的理性判断，应该基于对材料技

术的创新发展，而非企业盲目跟风。对于它们来说，联合起来共同应对风险，或许是个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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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8 月中国动力电池装机量及全球锂电池销售排

名 TOP20 

作者：中国储能网新闻中心  来源：锂电大数据  发布时间：2017-9-19 12:08:47 

中国储能网讯：来自起点产业研究的数据显示，从 2017 年 8 月份动力电池装机量

排名看，CATL、比亚迪、国轩高科、孚能、沃特玛分列前五名，前五行业进一步提升，

达到 74.5%。 

其中，CATL 以 1240.59MWH 的月度装机量一枝独秀，在 TOP20 中占比达到 49%。 

8 月动力电池装机量 TOP20 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起点产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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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2016年的全球锂电池销售额TOP20。这一表格中，前三分别为松下、LGC、

三星 SDI，第七与第十二分别为索尼和 AESC，其中，索尼和 AESC 在今年分别被其它

企业并购。除此之外，另外 15 家企业皆为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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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看中国动力电池企业的竞争格局。问题来了：去年中国锂电销售 TOP15(全

球 TOP20 减去 5 家日韩企业)与今年 8 月动力电池装机量 TOP20 两大表格，有何玄机？ 

首先，在 8 月装机量表格中，去年总销售额国内第二的宁德时代，已经牢牢占据首

位，并且与第二位拉开了较大距离。 

其次，孚能科技以黑马之势奔腾而出，一举以 112.75MWH 的装机量排名第四位，

且与第三位的距离并不大。 

第三，除孚能科技外，天能能源、天劲新能源、德朗能动力电池晋升至今年 8 月动

力电池装机量 TOP10，其余六席为老牌劲旅。 

当然，今年 8 月动力电池装机量 TOP20 所跨越的时间维度小，后期或将面临更大

的变化。但是，“一叶落知天下秋”，新的变化带来新的气象是基本肯定的，而市场竞争，

也将是越来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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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锂电及主要材料 8 月产量数据 

国际新能源网  来源：鑫椤资讯  日期：2017-09-22 

动力电池 

8 月份汽车装载动力电池量约 2.9GWH，环比增长达到 20.8%。不过，由于 5 月

份以前新能源车市场的过度低迷，1-8 月份动力电池累计装载量只有 11 个 GWH，与

去年全年 30 个 GWH 相比，完成度仅仅 40%不到。同时应该看到，新能源车 1-8 月

销量已经达到 32 万辆，完成度达到去年的 64%。可以看到，由于客车销售情况低迷，

导致车均电池装载量出现明显的下滑，按这一趋势，即使今年能完成 70 万辆的产销目

标，动力电池装载量估计也仅勉强达到去年 30GWH 的水平。 

磷酸铁锂 

8 月份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统计产量 6560 吨，环比减少 2.3%。在传统的旺季录得产

量同比下滑也是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具体来看，受到产量影响的主要是北方地区，一是

环保影响，二是全运会影响。价格方面，铁锂主流成交价仍维持在 9 万元/吨这一水平，

针对部分散户或有小涨，但对大客户方面很难谈价。企业表示，一方面碳酸锂成本说涨

就涨，另一方面铁锂价格一直不好传导，再加上回款周期长，今年确实不好做。综合来

看，预计 9 月份产量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三元材料 

8 月份三元正极材料统计产量 9670 吨，环比减少 0.5%。8 月份三元材料价格稳步

上扬，而产量较 7 月相比略有下滑，其主要原因是：一、碳酸锂、钴等原料价格的上涨，

带动生产成本的进一步提高；二、受环保影响，原料产量减少，尤其是碳酸锂供应紧张，

对一些中、小型三元材料厂家产量有一定抑制作用。但临近四季度，当升科技、厦门钨

业等主导厂家的三元材料产能将进入集中释放期。 

http://newenergy.in-en.com/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5%8A%A8%E5%8A%9B%E7%94%B5%E6%B1%A0&inn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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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前驱体 

8 月份三元前驱体产量 8850 吨，环比减少 4.6%。因为原材料硫酸钴紧缺，第二梯

队的企业产量受到了一定影响，导致三元前驱体产量同比下滑。销售方面，出货量很好，

主流企业表示进入旺季以来基本每月能保持产销平衡。价格方面，受原材料影响较大，

硫酸钴自 8 月以来一直上涨，而硫酸镍在下旬也出现小幅上涨，因此前驱体企业扛不住

成本压力在下旬开始调涨，至月底 523 型主流报价在 11 万/吨左右。总的来看，预计 9

月份前驱体产量有下降趋势，不过市场价格仍会上涨。 

负极材料 

8 月份国内负极材料产量 1.74 万吨，环比上月增长 3.9%。受原料高位，以及环保

检查造成的石墨化产能不足的影响，负极材料厂家的产量普遍受阻，一些大厂家有单不

能接。随着冬季环保政策的执行，预计后期石墨化不足的现象仍将持续。尽管目前负极

材料厂家原料、石墨化代工成本均大幅增加，但负极材料厂家调涨仍不易。截止 8 月底，

国内负极材料价格普遍在 4.8-6.8 万元/吨。 

电解液 

8 月份国内电解液产量为 10160 吨，环比下降 3.7%。受溶剂价格大幅调涨影响，

部分厂家产量下滑明显，但多数厂家产量仍是稳中有升，如天赐，国泰华荣，金光高科

等。在严苛的环保检查下，预计后期溶剂市场货源紧缺的局面仍将持续。电解液价格波

动不大，截止 8 月底国内电解液价格主流报 4.5-6.5 万元/吨。六氟磷酸锂价格仍低位

持稳，受今年新进产能释放的影响，尽管原料价格有所调整，但六氟磷酸锂价格调整不

易。 

总结 

整体来看，8 月份主要材料的增长势头都有些受阻，就连比较热门的三元材料都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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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环比下滑。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政策因素，另外一部分是由于原料涨价过快导致的。

在车厂对动力电池压价的大背景下，电池直接原材料欲涨价而不得，加上前驱体涨价比

较“随意”，使得主材夹在中间很是难受。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前几年电池厂和材料厂的大规模扩产导致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谈价不易。在行业整体

被继续吹涨的情况下，这种局面或将持续较长时间，主材薄利化将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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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中国 7-8 月电机电控电池装机量 TOP20 

来源:锂电大数据  发布时间:2017-09-25 

·国内 7-8 月份锂电企业装机量排名 

排名 企业名称 装机量·MWh 排名 企业名称 
装机

量·MWh 

1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0 1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40.59 

2 惠州比亚迪电池有限公司 447.6 2 惠州比亚迪电池有限公司 481.34 

3 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278 3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117.26 

4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110 4 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 112.75 

5 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89 5 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95.3 

6 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70.2 6 浙江天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7.87 

7 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 64.6 7 广东天劲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1 

8 广东天劲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 8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45.35 

9 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 60 9 上海德朗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39.82 

10 上海德朗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55.8 10 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33.84 

11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48.5 11 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3.66 

12 浙江天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7 12 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 33.22 

13 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 28.7 13 力神动力电池系统有限公司 28.01 

14 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26.5 14 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 26.99 

15 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4.3 15 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26.46 

16 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23.1 16 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司 24.85 

17 万向 A 一二三系统有限公司 18.9 17 湖州天丰电源有限公司 23.07 

18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16.6 18 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20.97 

19 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司 16.4 19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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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9.5 20 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19.91 

从 7-8 月份市场统计数据来看；宁德时代装机量 7 月为 560MWh，8 月份

1240.59MWh，同比增长了 121.53%。单个企业市场占比由 7 月份的 26.46%上升到

45.88%，牢牢占据锂电装机量市场第一的位置，并且在装机量方面大幅领先市场第二

的企业；比亚迪 7-8 月的装机量分别为 447.6MWh 和 481.34MWh，两个月的装机量

基本维平；排行榜变动幅度较大的孚能科技，由于本月北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带动，企

业的配装由 7 月的 64.6MWh,8 月份增长到 112.75MWh。 

同比 7 月份锂电企业装机量；国内 8 月份锂电行业装机总量增长 587.78MWh,达

到 2753.73MWh,同比增加 21.74% 

·国内 7-8 月形成装配数量的电动汽车驱动电机生产企业排名 

排

名 电动汽车驱动电机生产企业 

生产数

量·台 
占比 

排

名 
电动汽车驱动电机生产企业 

生产数

量·台 
占比 

1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2054 21.25% 1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2043 18.44% 

2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552 8.03% 2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9732 14.90% 

3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45 6.60% 3 精进百思特电动(上海)有限公司 5075 7.77% 

4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3560 6.28% 4 山东德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415 6.76% 

5 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3280 5.78% 5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3048 4.67% 

6 北京德威利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17 5.14% 6 华域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 2874 4.40% 

7 合肥巨一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2565 4.52% 7 合肥巨一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2758 4.22% 

8 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349 4.14% 8 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2461 3.77% 

9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1917 3.38% 9 安徽巨一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2063 3.16% 

10 杭州伯坦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1763 3.11% 10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1932 2.96% 

11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1624 2.86% 11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1577 2.41% 

12 华域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 1218 2.15% 12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445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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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长沙众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166 2.06% 13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1406 2.15% 

14 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 1142 2.01% 14 杭州伯坦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1155 1.77% 

15 山东德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118 1.97% 15 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 1023 1.57% 

16 杭州杰能动力有限公司 1006 1.77% 16 长沙众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836 1.28% 

17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972 1.71% 17 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824 1.26% 

18 安徽巨一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969 1.71% 18 杭州德沃仕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701 1.07% 

19 湖南南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869 1.53% 19 杭州杰能动力有限公司 665 1.02% 

20 创驱(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62 0.99% 20 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572 0.88% 

从 7-8 月统计数据对比来看；7 月份形成装配数量的企业为 56713 家，8 月份形

成装配数量的企业为 65314 家，企业数量增加了 15.17%。 

排名前 20 的企业生产数量；7 月份配装数量为 49348 台，8 月份为 56605 台，

同比增加 14.71%。 

排名前 5 的企业生产数量；7 月份配装数量为 27191 台，8 月份为 34313 台，同

比增加 26.19%。其中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7 月份装配数量为 11677 台，整体市场

占比 20.51%；8 月份装配数量为 11889 台，整体市场占比为 17.84%。企业供应较为

稳定。 

市场占有率；7 月份前 20 家配装占比为 21.25%，8 月份前 20 家企业配装占比为

18.44%，市场格局较为稳定。  

·国内 7-8 月形成装配数量电动汽车整车控制器生产企业排名 

排名 电动汽车整车控制器生产企业 
装配数

量·台 
占比 排名 电动汽车整车控制器生产企业 

装配数

量·台 
占比 

1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1677 20.51% 1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1889 17.84% 

2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4836 8.49% 2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5910 8.87% 

3 湖北新楚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762 6.61% 3 山东德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415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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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埃泰克汽车电子(芜湖)有限公司 3605 

6.33% 4 
埃泰克汽车电子(芜湖)有限公司 

3629 5.45% 

5 
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3280 5.76% 5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3356 5.04% 

6 合肥晟泰克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2841 4.99% 6 合肥晟泰克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2829 4.25% 

7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2578 4.53% 7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742 4.12% 

8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2482 4.36% 8 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2481 3.72% 

9 杭州伯坦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1762 3.09% 9 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1969 2.96% 

10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1624 2.85% 10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943 2.92% 

11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151 2.02% 11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1932 2.90% 

12 山东德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118 1.96% 12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64 1.75% 

13 杭州杰能动力有限公司 1006 1.77% 13 杭州伯坦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1155 1.73% 

14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973 1.71% 1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986 1.48% 

15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802 

1.41% 15 
德尔福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914 1.37% 

16 
德尔福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603 

1.06% 16 
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897 1.35% 

17 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70 1.00% 17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有限公司 838 1.26% 

18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567 1.00% 18 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99 1.05% 

19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64 0.99% 19 杭州杰能动力有限公司 665 1.00% 

20 
海博瑞德（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485 

0.85% 20 
Visteon 

567 0.85% 

从 7-8 月统计数据对比来看；7 月份形成装配数量的企业为 56937 家，8 月份形

成装配数量的企业为 66626 家，企业数量增加了 17.02%。 

排名前 20 的企业生产数量；7 月份配装数量为 46286 台，8 月份为 50980 台，

同比增加 10.14%。 

排名前 5 的企业生产数量；7 月份配装数量为 27160 台，8 月份为 29199 台，同

比增加 7.51%。其中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7 月份装配数量为 11677 台，整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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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20.51%；8 月份装配数量为 11889 台，整体市场占比为 17.84%。装配数量较为

稳定。 

市场占有率；7 月份前 20 家配装占比为 81.29%，8 月份前 20 家企业配装占比为

76.52%，市场格局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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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锂电原材料整体平稳走势 

作者：中国储能网新闻中心  来源：锂电大数据  发布时间：2017-9-26 9:13:15 

负极材料：近期负极材料市场大局持稳，产品价格相对稳定，小部分原料采购价格

较高的负极材料厂家自 9 月份开始调涨，涨幅在 15%左右。 

碳酸锂：碳酸锂市场价格继续稳中有升，现市场价格报价混乱，贸易商惜售心理严

重，电池级碳酸锂主流价在 16.5 万元/吨以上都有，最高报价也有 18 万元/吨的情况，

工业级碳酸锂主流价在 15.5 万元/吨，工业级较上周有 3000 元/吨的涨幅。目前碳酸锂

“有钱也买不到货”的情况日趋严重，几家主导厂家因环保限产，产量供应有限，这种

情况将延续到年底。 

本周其余锂电产业原材料架构走势整体平稳。 

  

http://libattery.ofwe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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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2030 年全球动力电池需求量将达到 2800 至

3000GWh 未来 15 年间年均新增 180-200Gwh 

来源: 电池联盟  发布时间:2017-09-15 

今日电池杂志-中国电池联盟讯(左右北京报道)9 月 14 日，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发布了研究报告，对全球电池产能做了市场发展判断。报

告称：伴随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动力电池作为核心零部件也得到快速增长。从 2015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大幅增长后，国内外动力电池市场也呈现爆发趋势，电池厂商的产能、

出货量的大幅提升。全球动力电池需求测算中长期年均增加 100 至 200GWh。 

中银证券预测到 2025 年，如果全球电动汽车年销量的渗透率为 10%，再假设乘用

车的单车电池配臵 40-50KWh，那么全球动力电池年度市场需求量为 552-619GWh，

相当于市场需求量平均每年增加 60GWh。 

同样，如果全球电动汽车年销量的渗透率为 15%，那么全球动力电池年度市场需

求量为 828 至 929GWh，市场需求量平均每年增加 90 至 100GWh。再参考德国、法

国、英国纷纷计划制定 2030 至 2040 年间全面禁售燃油汽车，那么假设到 2030 年全

球电动汽车年销量的渗透率可以达到 50%，那么 2030 年动力电池需求量将达到 2800

至 3000GWh，未来 15 年间年均新增 180 至 200Gwh。 

 

乘用车电池配臵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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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测算基于以下假设： 

(1)中长期全球汽车销量年均增速 1 至 3%。那么增速为 1%时，预计到 2025 年全

球市场产量将达 1.0388 亿辆;增速为 2%时，到 2025 年产量为 1.1351 亿辆;增速为 3%

时，产量为 1.2393 亿辆，总之全球汽车年销量将超过 1 亿辆。 

 

5 年内全球汽车产量预测(单位：万辆) 

(2) 乘用车、客车、专用车等销售比例不变，其中乘用车占比最大为 76%，专用车

占比 15%，客车 5%。 

 

各类型汽车销售占比 

(3) 单车电池配比目前，纯电动客车所需电池容量最大，纯电动乘用车和专车所需

电池容量相对较小，纯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是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电池容量的 3-6 倍，

说明纯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难度更高，价格更贵。 

 

单车电池配比(单位：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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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垄断动力电池市场，中国已有领先优势 

 

中日韩垄断全球动力电池市场 

动力电池供应商以中日韩三国厂商为主，其中，以松下为代表的日本电池企业;以

LG 化学、三星 SDI 为代表的韩国厂商;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中国企业。 

中国动力电池出货量占到全球的 70%左右。据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全球动力电

池企业出货量排名中，前 10 排名中有 7 家企业来自中国，依次为比亚迪、宁德时代、

沃特玛、国轩高科、力神、比克以及中航锂电，合计市场份额为 51%，而日本厂商松

下的市场份额为 16%，韩国厂家三星和 LG 市占率合计仅为 8%。 

 

2016 全球动力电池企业出货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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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动力电池厂商在华设厂扩产 

近年来，松下、LG 化学、三星 SDI 均在中美日韩等国家实现了基地布局，日韩动

力电池厂商出货量大幅增长，2016 年松下、LG 化学、三星 SDI 出货量占国外市场的

76%。 

三星、松下和 LG 等纷纷在大陆建厂扩产，力争分享我国新能源汽车盛宴。例如，

松下可能在苏州建厂，三星在西安和无锡建厂，而 LG 在南京建厂，大陆新能源汽车市

场的超预期发展以及未来双积分制实施后，我国动力电池市场是外资电池厂家必然要参

与竞争的市场。 

 

动力电池制造商持续建厂扩张产能 

我国动力电池厂家扩产仍将持续 

动力电池需求高增长，三元趋势显著。2015 至 2016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分别实

现产量 37.9 万辆和 51.7 万辆，对应动力电池出货量为 17.0GWh 和 30.5GWh。综合

考虑政策目标、积分制影响和车企销售规划等因素，我们预计 2017-2020 年新能源汽

车产量分别为 70 万辆、99 万辆、137 万辆和 213 万辆，对应动力电池需求量分别为

34GWh、47GWh、58GWh 和 88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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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量预测 

 

国内动力电池需求预测 

从供给层面来看，动力电池产业得到各路资本的热捧，新进玩家不断涌现。 

据中银证券的不完全统计，即使不考虑电池材料领域的投资，2016 年动力锂电池

领域总投资已经超过 374 亿元，国内 14 家主流电池企业 2017 年规划产能已达约

75GWh，远超下游需求。但另一方面，根据我们的产业微观观测，国内优质的高端三

元电池产品仍属稀缺，从部分乘用车用三元电池屡屡不达标准可见一斑。因此，我们认

为目前国内动力电池逐渐形成高端三元电池稀缺、磷酸铁锂与低端三元电池相对过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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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格局。 

 

2015 年各类动力电池配套量占比 

 

2016 年各类动力电池配套量占比 

动力电池市场集中度提升 

在动力电池激烈的行业竞争中，CATL、比亚迪等优势企业逐渐确立了自己的龙头

地位，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2016 年与 2017 年 1 季度，国内动力电池前三家企业合

计出货量占比超过 50%;CATL 也逐渐超过比亚迪，成为国内动力电池龙头。 



  行业新闻信息期刊   

2017 年 9 月（下） 

  81 / 115 

 

国内动力电池企业 2016 年市场份额 

 

国内动力电池企业 2017Q1 市场份额 

从 2017 年前 5 批车型目录来看，在客车车型数量方面，CATL 遥遥领先;在乘用车

方面，CATL、比亚迪、孚能科技、国轩高科位居行业前列。由此可以预判，CATL 有望

继续巩固其国内的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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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5 批目录电池企业配套客车车型数量 

 

2017 年 1-5 批目录电池企业配套乘用车车型数量 

CATL 此前已进入宇通、北汽新能源等国内巨头的核心供应体系;近期与上汽集团成

立合资公司，规划建设动力电池总产能 36GWh，其中一期总投资约 100 亿元，计划

2018 年底全面产，形成 18GWh 的产能。此外，CATL 也进入了宝马、大众等海外巨

头的供应链，彰显其强大的竞争力，未来将与 LG、松下、三星 SDI 进行国际市场的竞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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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证券统计了主流动力电池企业在 2015至 2020年产能扩张及计划情况，2016

年新增产能约 30 至 40GWh，而 2017 至 2020 年仍将新增 190 至 240GWh，年均

平均新增 50 至 60GWh，年均扩产目标较 2016 年有大幅度提高，未来几年仍然是动

力电池扩张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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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锂电隔膜料市场机会如此大 你能抓住吗？ 

来源：聚烯烃人 时间：2017-09-20 

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锂电池生产国 

 

2011～2015 年全球锂离子电池市场份额变化图 

2011 年全球锂电池市场规模达到 840 亿元，2016 年突破 2000 亿元，保持稳步

增长态势。其中，中国是全球主要的锂离子电池生产国，约占全球市场份额 50%。 

锂电池消费领域主要有： 

1、数码类电子产品：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游戏机、可穿戴式智能设备、

移动电源等; 

2、动力类终端应用市场：新能源汽车、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 

3、其他：储能电站、航空航天、医疗等。 

 

2010～2015 年我国锂电池市场应用终端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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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国锂电池隔膜企业利润平均超过 50% 

 

锂离子电池组成材料 

隔膜是锂离子电池关键的四大原材料之一。 

隔膜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电池内阻、放电容量、循环使用寿命以及电池安全性能电

池性能。锂电池的放电原理是电池负极材料中的锂离子脱附，通过电解液移动到正极，

从而完成在充放电过程中锂离子在正负极之间的快速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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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到锂电池隔膜行业，这主要得益于隔膜领域的高利

润。锂电池成本构成中隔膜占 21%，正极材料占 19%，负极材料占 9%，电解液占 13%，

其他材料约占 38%(铜箔，铝箔，粘连剂，导电剂等)隔膜的技术含量高，因此在锂电池

的成本构成中虽然只占 25%的比例，但毛利率却高达 70%，是最赚钱的一个环节。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的企业经历了自主研发、从其他领域到隔膜领域的转行。 

也有的企业通过收购老牌隔膜企业来涉足锂电隔膜领域，如如近日乐凯胶片拟收购

中科科技，加码锂电隔膜业务;长园加码 19.2 亿元现金收购中锂新材 80%股权;创新股

份作价 55.5 亿元并购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军锂电池隔离膜业务。 

当然，也存在企业完成了从以干法为主到平衡干法、湿法、涂覆三者的产业结构的

转型。 

2017 年从终端消费向上传导降价潮 

隔膜企业的增加当然也离不开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支持政策。 

但是在 2015 年 4 月份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到有关于未来几年对新能源汽车补助标准

的变动。 

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2016～2020 年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通知中指出“2017-2020 年除燃料电池汽车外其他

车型补助标准适当退坡，其中：2017-2018 年补助标准在 2016 年基础上下降 20%，

2019-2020 年补助标准在 2016 年基础上下降 40%。” 

2017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元年，汽车厂商开始施压动力电池厂商降低售价，数

据显示，2017 年 2 月上旬，三元路线和磷酸铁锂路线的动力电池价格均较 2016 年 12

月降幅超 15%，同时多数电池厂家订单量出现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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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企业市场出现调整向上传导影响原材料价格下降，如湿法隔膜 2017 年 2

月上旬的价格较 2016 年 12 月下跌 9%左右，电解液价格跌幅为 7%。 

近年来锂电池隔膜材料价格不断下滑 

2016 年全球锂电隔膜产量突破 16 亿㎡，2016 年中国锂电隔膜消费量约为 13.72

亿㎡，同比增长 40%;其中，国产隔膜产量达到 10.84 亿㎡，进口隔膜量达 2.88 亿㎡，

国产化率约在 80%。 

随着我国干法工艺路线成熟稳定和湿法工艺路线的逐步投产建设，我国锂电隔膜材

料国产化率不断提升，产品价格向成本线靠拢。 

自 2013 年开始，我国锂电隔膜材料价格呈现下滑趋势，截止 2016 年干法和湿法

隔膜材料价格下降均超过 35%，然同期聚丙烯价格降幅不超过 20%，聚乙烯价格降幅

不超过 5%。 

然而随着隔膜材料价格的下降，隔膜的均价也在近年来呈下降趋势。 

 



  行业新闻信息期刊   

2017 年 9 月（下） 

  88 / 115 

 

在上图中显示的数据中，预测 2017 年湿法隔膜价格会达到 4.1 元/㎡，实际上，在

2017 年上年，湿法隔膜的均价已跌破 4 元/㎡。 

锂电池隔膜料干法 PK 湿法，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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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技术路线来看，干、湿法并行已形成趋势。 

数据显示，2016 年干法单拉产量 4.3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95%，但总体放量企业

主要来自一线产商，如：星源材质、沧州明珠。 

干法工艺产品良品率大幅提升，市场趋于稳定和饱和，企业规模效应得到一定凸显。 

2017 年隔膜行业产能扩张趋势仍在加大，沧州明珠 6000 万平方米湿法锂离子电

池隔膜项目第一条生产线已正式投产，第二条生产线进入试生产阶;星源材质也对外称今

年下半年将约有 3500-4000 万㎡产能释放。 

随着动力电池使用量占比提高，湿法工艺技术改进，湿法隔膜市场需求量进入景气

周期，干法企业大举进入湿法领域迹象明显，如：星源材质、河南义腾、沧州明珠、中

科科技等。 

然而我国湿法工艺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相较于上一年不到 30%

的占比已呈现出加速进口替代的特点。 

锂电池隔膜下一个增长点——涂覆隔膜 

2015 年国内湿法涂覆隔膜产量又占到了湿法隔膜的 65%，“湿法+涂覆”是当前动

力锂电隔膜的主流发展趋势。 

例如现在最惹人注目的特斯拉，其旗下高端电动汽车(ModelS)装载的锂电池就是

采用芳纶涂覆隔膜，这说明了行业对芳纶涂覆隔膜品质的认可。 

在国内企业中，金力股份紧紧抓住了这次机会，如果金力股份能够在下半年成功实

现量产，就有可能为公司创造更可观的业绩。 

基于锂电池安全性、能量密度需求，具有较高技术壁垒及毛利水平的涂覆隔膜或将

成为动力锂电池隔膜下一个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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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产能急剧扩张而导致的毛利率不断降低的影响涂覆膜，隔膜企业纷纷加码

产品附加值较高的涂覆膜。 

根据公开数据统计，我国目前大约有 8 家企业在量产涂覆隔膜，涂覆产能超过 3.5

亿平米。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 8 家企业中有两家入行较晚的企业只生产涂覆膜，基膜完全靠

外购，这两家企业分别是上海顶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013 年入行)和上海璞泰来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未来的三年内，涂覆新增产能达 11 亿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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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7 家新进企业产能规划体量巨大 动力隔膜市

场迎来新冲击？ 

作者：中国储能网新闻中心  来源：高工锂电网  发布时间：2017-9-25 9:35:03 

中国储能网讯：以高毛利率著称的锂电隔膜领域，一直是有意分享锂电行业快速发

展红利者的关注重点。 

2017 上半年，在行业环境影响下，锂电隔膜毛利明显下滑，但即使如此，国产隔

膜毛利率也依旧保持在 32%以上的较高水平。 

与之对应的是，上半年多家企业在锂电隔膜领域的大动作。 

首先是相关企业大规模扩产。高工锂电网梳理信息发现，星源材质、惠强新材、中

材科技、沧州明珠、金力新能源、金力股份、北大先行、纽米科技等十余家企业，先后

在上半年发布扩产讯息，扩产规模均超千万平方米。 

其次是上市企业大肆兼并购隔膜标的。上半年主要有 4 起引人关注的隔膜兼并购案：

创新股份 55.5 亿元收购上海恩捷 100%股权；长园集团拟以 19.2 亿元现金收购中锂新

材 80%股权；金冠电气作价 14.76 亿元收购鸿图隔膜 100%股权；乐凯胶片拟收购中

科科技等。涉及资金总额超 89 亿元。 

隔膜企业通过资本、扩产等手段持续升级的意图明显，而不少新进入者对锂电隔膜

领域表现出的跃跃欲试同样值得留意。 

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国内共有 55 家隔膜生产厂商，

2015-2017 年至今国内新增隔膜企业 9 家。 

http://auto.gasgoo.com/nev/C-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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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隔膜新进入企业样本 

整体来看，新进入企业具备以下主要特征： 

1、湿法占据主流。实际上，在 2015-2017 年至今新增的 9 家隔膜企业中，6 家

生产湿法隔膜，3 家生产干法隔膜，这与国内隔膜行业整体形势相契合。 

GGII 表示，当前国内湿法隔膜在动力电池领域占比已达 60%，远超干法单拉与双

拉隔膜总和。湿法隔膜企业的产值规模、利润额等已经普遍超过干法隔膜企业。 

湿法隔膜占比迅速崛起，主要由于三元电池占比不断上升。2017 年上半年，三元

动力电池占比从 2016 年的 24%上升到 41%，直接带动了湿法隔膜的需求。 

此外，由于湿法隔膜的安全性能优于干法隔膜，因此国内排名前十的动力电池厂商

中，CATL、比亚迪、力神、沃特玛等超过 6 家企业均以湿法隔膜为主。 

2、产能规划体量巨大。除中泰新材外，其余 6 家新进入的隔膜企业产能规划均较

为巨大，其中北星新材产能规划最大，预计在 2019 年 3 月形成年产 12 亿㎡锂电池隔



  行业新闻信息期刊   

2017 年 9 月（下） 

  93 / 115 

膜产能。 

实际上，根据 GGII 提供的数据，2017 上半年国内锂电池隔膜产量为 6.03 亿㎡，

同比增长 48.68%，预计 2017 年全年国内锂电池隔膜需求量将突破 8 亿㎡。同时结合

新进入企业产能多集中于 2018 年—2019 年释放的情况，国内或将在明、后两年再迎

一波隔膜释放巨潮。 

预计未来 2 年国内会一定程度地出现产能过剩，结合电池企业面临降成本压力，而

隔膜毛利较高的实际情况，隔膜必然将会继续成为电池企业降本对象，因此 2018 年隔

膜价格的竞争将更加明显。 

3、投产动作迅速。以 2017 年新成立的两家公司为例，成立于 2017 年 1 月的中

泰新材料，仅耗费 6 个月时间，就已经正式投入生产。此外，成立于 2017 年 5 月的江

升新材料已于不久前获得 500 万㎡锂电池隔膜贸易订单。 

4、新增企业数量逐年减少。随着锂电隔膜市场竞争升级，除了行业天然存在的技

术壁垒外，产能、资本、运营等多种竞争因素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行业进入的门槛实

际在逐渐增高。 

因此在 2011 年—2016 年间，国内新增基膜、隔膜企业数量在逐年走低。 

 



  行业新闻信息期刊   

2017 年 9 月（下） 

  94 / 115 

后进入企业必然在技术上具备超强自信，同时其巨型的产能规划、“光速”的投产

动作，无一不显示出这股势力的“来势汹汹”。但 GGII 综合分析认为，新进入者在隔膜

领域仍然存在较大的竞争压力。 

具体来看，压力主要源自 3 个方面：1)规模上远落后于排名靠前的企业；2)产品稳

定性短期内很难形成。对于全新的进入者来说，产线从投产到稳定生产的周期，少则半

年，多则超 1 年以上，甚至更长；3)新进入者的产线良率短期内低于先进入者，会出现

一定程度的成本及价格劣势。 

以下是 7 家锂电隔膜企业新进入者布局概况： 

龙世纪预计 2017 年形成 4000 万㎡三层复合膜产能 

江门市龙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9 月，注册资金 5000 万元，主营

锂离子电池隔膜相关业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干法拉伸 PP/PE/PP 三层复合隔膜

生产工艺。其产品应用于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类电子，电动工具、储能、电动自行

车、电动汽车等领域。 

旗下隔膜项目一期新建 2 条干法工艺生产线，预计 2017 年形成 4000 万㎡三层复

合膜产能；二期新建锂离子电池隔膜湿法生产线，预计 2018 年底投产，形成 1 亿㎡/

年产能。 

据称，2017 年公司方将陆续推出陶瓷涂覆隔膜、高安全复合隔膜等新产品系列。 

润沅新材锂电隔膜年产规划 8000 万㎡ 

湖南润沅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注册资本 6617 万元，主营锂离

子电池湿法隔膜相关业务。 

公司方投资 3.7 亿元，于 2016 年 3 月新建 2 条 4000 万㎡的锂离子电池隔膜产业

基地项目，预计项目全部达成后，锂电池隔膜年产能可达 8000 万㎡。 

http://auto.gasgoo.com/Hot/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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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盛新材规划隔膜产能 500 万㎡/月 

深圳市博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主营锂电隔膜相关业务。据称

公司方于 2008 年开始研究锂电池干法隔膜的生产工艺技术。 

旗下第二条隔膜生产线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启动，项目全面建成后，将为市场每

月提供 500 万㎡高品质隔膜。 

北星新材规划锂电隔膜产能 12 亿㎡/年 

江苏北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由北大先行集团于 2016 年 10 月组建，重点建设锂

电池隔膜生产项目。 

2017 年 2 月，其高分子复合材料项目开工，投资 50 亿元，用地面积 14 万㎡，规

划新建 12 条锂电池隔膜生产线和 20 条隔膜涂覆生产线。项目应用日本隔膜生产技术，

采用湿法双向拉伸工艺，主要用于大功率储能和电动汽车用锂电池。 

项目预计将于 2019 年 3 月全部建成投产，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12 亿㎡锂电池隔膜

生产能力。 

新衡新材规划锂电隔膜产能 1 亿㎡/年 

安徽马鞍山新衡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成立，由中国 500 强企业之一山

东海科化工集团与马鞍山鞍能新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同出资建立，主营高端锂离子

电池湿法隔膜的研发、生产、销售。 

旗下隔膜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占地面积 320 亩。其中项目一期投资约 4 亿元，计

划建成年产 1 亿㎡的锂离子电池湿法隔膜生产线。 

中泰新材规划锂电隔膜产能 5 万㎡/年 

江西中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 月，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主营锂

电池隔膜、电容膜、反渗透膜、铝塑膜相关业务。 

http://auto.gasgoo.com/Hot/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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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锂电隔膜项目 7 月开工，总投资 15 亿元，将分三期投入：一期投入 4 条干法

生产线；二期投入 2 条湿法生产线；三期根据市场需求陆续投入若干条湿法生产线。预

计年产锂离子电池隔膜 5 万㎡。 

江升新材获 2000 万元锂电隔膜订单 

湖北江升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5 月，由枝江市城投金润源集团与社会资

本采取混合所有制方式共同出资组建。其中，金润源集团为第一大股东，出资 3000 万

元，占股 30%。 

公司主营塑料薄膜；塑料制品、涂层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动力电池材料、

锂电池材料相关业务。 

旗下规划项目总投资约 19.7 亿元，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投资 7 亿元，计划建

设 4 条湿法基膜生产线(其中 1 条生产线年产能 5000 万㎡)、6 条涂覆生产线，预计 2018

年初全面投产。 

二期计划投资 12.7 亿元，规划建设 6 条湿法基膜生产线、10 条陶瓷涂覆生产线条

以及 1 条芳纶涂覆生产线，预计 2019 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据称公司已与国内数家顶尖

锂离子动力电池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日前，江升新材获得 500 万平方米锂电池隔膜贸易订单，订单金额达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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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降价是“大势所趋” 锂电隔膜市场竞争日趋

激烈化 

国际新能源网  来源：动力电池网  日期：2017-09-22 

锂电池的四大材料中，由于较高的技术壁垒，隔膜企业的毛利率一直在整个新能源

产业中处于高位。 

 

根据上述企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隔膜市场毛利率普遍高达 30%~60%左右。

这主要受益于 2016 年动力电池市场的快速扩张，供需趋紧下价格一直处于高位运行，

大型企业产能得以释放。 

今年上半年，受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及市场需求放缓的影响，隔膜产品价格进一步

下滑，隔膜企业的营业收入和毛利率也随之下滑，以星源股份为例，上半年星源材质营

业收入同比下降 2.79%，为 2.47 亿，净利润同比下滑 23.74%，为 7091.73 万，毛利

率同比下滑 10.5%。 

而其他隔膜企业毛利率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http://newenergy.in-en.com/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9%94%82%E7%94%B5%E6%B1%A0&inn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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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 2014 年开始，锂电隔膜的价格就逐年下滑，一方面随着隔膜国产化的

不断推进，国产隔膜国产隔膜对进口隔膜的替代加速，隔膜产品的价格随之降低；另一

方面隔膜企业产能不断释放，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供需关系由供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隔膜企业的议价能力也被削弱。 

进入 2017 年，降低成本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车企倒逼电池企业降

价，正极材料大幅上涨，面对空前的成本压力，电池企业自然会向上游隔膜产业施加压

力，谈判中强势要求隔膜企业降价。 

纽米科技总经理王志春指出，今年干法双拉价格下滑较大，尤其是低端产能的价格

下降会多一些，高端的价格也在下降，只是幅度小一些。当然现在一些新厂家为了抢夺

市场打价格战，价格压也会比较低一些。 

价格和毛利的双跳水带来的是资金风险的增加，而补贴退坡和 3 万公里的补贴标准

带来的成本压力和账期拉长更是进一步加剧隔膜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尽管如此，各大

隔膜企业仍然动作频频，据不完全统计，仅在 2017 年第一季度就有超 10 家隔膜企业

宣布投扩产计划，扩产规模均在千万平方米以上。 

“短期受政策影响，行业难免出现波动，但新能源汽车发展大趋势不会变。随着政

策逐渐明朗、市场需求回暖，三季度开始公司订单已快速回暖，下半年及全年业绩也比

较乐观。”星源材质董事长陈秀峰表示。 

  

http://www.in-en.com/keylist.php?q=%E9%94%82%E7%94%B5%E9%9A%94%E8%86%9C&inn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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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毛利价格双双跳水 这些锂电隔膜企业还要进来？ 

来源:聚烯烃人  发布时间:2017-09-21 

我国已有 47 家锂电池隔膜生产企业，产能超过 26 亿㎡，而新的投资项目仍在源

源不断上马，若已经公开的项目全部投产，到 2020 年预计我国锂电池隔膜生产企业将

达到 70 家，产能将超过 80 亿㎡。 

 

2002 年，格瑞恩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科科技)成为我国第一家进入锂电隔

膜领域的企业。 

经过 15 年的发展，数据显示，我国已有 47 家锂电池隔膜生产企业，产能超过 26

亿㎡，而新的投资项目仍在源源不断上马，若已经公开的项目全部投产，到 2020 年预

计我国锂电池隔膜生产企业将达到 70 家，产能将超过 80 亿㎡。 

我国锂电池隔膜材料行业自 2009 年后发展迅速，2010 年国内生产企业突破 20 家，

2013 年国内生产企业突破 30 家，由此形成我国锂电池隔膜材料的第一波扩能潮。 

2009 年，全球锂离子电池隔膜材料需求量超过了 2.8 亿㎡，主要生产企业为日本

旭化成、东燃化学等。 

截止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 47 家锂电池隔膜材料生产企业，生产能力超过 26 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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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生产能力排列，前 20 家生产企业合计可年产 22.71 亿㎡，占比全国产能数据

超过 80%，锂电池隔膜材料行业集中度较高。 

据行业数据显示，2016 年国产锂电池隔膜产量达到 12 亿㎡，同比增长超过 70%。 

我国锂电隔膜厂家 TOP20 

 

隔膜的好坏决定了电池的界面结构、内阻等，直接影响电池容量、循环以及安全性

能等特性，性能优异的隔膜对提高电池的综合性能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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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隔膜行业发展主要呈现两种态势——  

一种是倾向于更加轻薄的消费类锂电池隔膜，主要针对手机、笔记本电脑以及物联

网应用等分布式应用架构体系，提升锂电池的容量和便携性； 

另一种是倾向于使用厚膜或者多层复合隔膜的动力电池类隔膜，主要针对电动汽车、

大规模储能电站等大型动力类应用，要求能量输出和功率特性较好，对安全性要求苛刻，

能够兼顾锂电池的容量和安全性能。 

锂电池隔膜材料企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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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图示区为锂电池隔膜材料规模较大省份 

目前，我国锂电池隔膜材料企业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中地区。 

隔膜领域，市场化的隔膜主要以聚乙烯、聚丙烯为主的聚烯烃隔膜，其生产工艺可

分为干法和湿法两大类，干法工艺又可以细分为单向拉伸工艺和双向拉伸工艺。 

随着动力电池对安全性要求的逐步提升，隔膜的各项性能指标要求也相应的需要提

升。 

“十三五”期间，新型隔膜材料如聚酰亚胺、无纺布材料等将得到产业化的机会，

另外隔膜的涂覆技术将更加成熟，涂覆材料的应用将更加广泛。 

预计到“十三五”末，中国的隔膜将大部分取代进口，出货量将达到 10 亿平方米

以上。 

未来几年新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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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数据均根据公开信息所整理 

据悉，2013 年湿法隔膜平均价格在 6.2 元/㎡，2016 年 10 月份价湿法隔膜价格约

在 4 元/㎡，干法隔膜价格约在 2-3 元/㎡，价格均有较大幅度的下滑。 

除价格因素外，隔膜行业账期也在不断延长。 

国产隔膜材料主要用于中低端领域，以数码类电子产品为主，随着后期更多生产线

投入运营，低端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缺技术、少品牌、短资金的中小企业将遇到生

存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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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价格和毛利率双双“跳水” 锂电隔膜企业却

密集扩产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时间：2017-09-25 

近日，锂电板块持续“高烧”不退。而在锂电四大关键材料中，由于较高的技术壁

垒，隔膜企业毛利率一直在整个新能源产业中处于高位，受到资本关注。 

记者注意到，在行业环境影响下，锂电隔膜价格、毛利率均出现明显下滑，以星源

材质（300568，SZ）为例，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79%，为 2.47 亿元；净

利润同比下滑 23.74%，为 7091.73 万元，其锂离子电池隔膜毛利率为 53.69%，同比

下降 10.05 个百分点，其他隔膜企业毛利率也出现不同程度回落。 

不过即使如此，国产隔膜企业依旧大规模扩产，多家隔膜企业先后发布扩产信息，

扩产规模均在千万平方米以上。这背后有何种原因？ 

干法隔膜价格降幅超 10% 

9 月 22 日，星源材质披露了投资者活动记录表。星源材质方面在接受机构投资者

调研时称，湿法隔膜自 2016 年开始供不应求，到 2018 年市场湿法产能得到释放前价

格会相对比较平稳；干法隔膜由于 2017 上半年受国家补贴政策退坡影响，价格有

10%~15%的降幅。 

自 2014 年开始，锂电隔膜的价格就不断下降，一方面随着隔膜国产化的不断推进，

国产隔膜对进口隔膜的替代加速，价格随之降低；另一方面隔膜企业产能不断释放，市

场竞争不断加剧，隔膜企业的议价能力也被削弱。 

在锂电池成本结构中，隔膜成本约占锂电池成本的 10%到 20%，今年以来，伴随

动力电池降本呼声日益高涨，车企倒逼电池企业降价，高毛利的隔膜行业，在面临动力

电池成本压力传导以及供求关系改变下，价格也开始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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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隔膜企业的营销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干法单拉隔膜均价已跌至 3 元/㎡，双

拉跌至 2 元/㎡，湿法跌至 4.1 元/㎡，干法价格下降得比较厉害。总体而言是低端产能

的价格大幅度下降，高端的价格降幅稍小，不少厂家为了争夺市场，也会刻意压低价格。 

相关研究报告显示，由于湿法隔膜产能短期内仍未得到大规模扩充，当前湿法隔膜

价格下降空间较小，随着各企业产能扩充及有效释放，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将会出

现比较大的价格下降幅度，预计到 2020 年，中国湿法隔膜市场均价在 3.5 元/㎡左右。 

不过，对于隔膜价格的下降，星源材质方面则表示，上游企业新能源汽车、电池的

价格也在下降，作为材料的锂电池隔膜价格下降也是正常的。一方面隔膜生产厂家在产

能、规模方面的急剧提升；另一方面也是通过管理提升、技术进步使得成本持续下降，

但价格的下降始终是有底限的，价格下降的幅度会趋缓。 

隔膜行业会步光伏“后尘”？ 

事实上，价格和毛利率的双双“跳水”，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风险的增加，也进一

步加剧隔膜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尽管如此，各大隔膜企业仍然动作频频。据相关数据

数据统计，今年以来，包括星源材质、惠强新材、中材科技、沧州明珠等十余家企业先

后发布了扩产计划。 

9 月 19 日，长园集团（600525，SH）公告称，拟发行总额不超过 9 亿元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资投向锂电池隔膜项目和偿还银行贷款，其中 2.7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

款，6.3 亿元投资于“锂电池隔膜项目”。 

研究数据显示，当前国内共有 55 家隔膜生产厂商，2015 年至今国内新增隔膜企

业 9 家。起点研究调研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锂离子电池隔膜企业产量为 6.98 亿平方

米，同比增长 48.89%；2016 年，中国锂电池隔膜产量为 9.29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33.03%，预计到 2020 年，中国锂电池隔膜产量将达到 25.45 亿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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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隔膜企业人士表示，一般扩充新的产线需要两年左右时间，商务、技术谈判需

要 2~3 个月；设备加工生产及运输约需要 10~12 个月；安装及调试一般需要 3 个月；

产线及爬坡至满产约需要 6 个月左右，结合新进入企业产能多集中于 2018 年至 2019

年释放的情况，国内或将在明后年再迎一波隔膜释放潮。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本身锂电企业面临降本压力，隔膜毛利高必然成为降本首选，

现阶段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主要集中在干法隔膜，目前大部分扩产的为湿法隔膜，随着明

后两年进入达产高峰，产能过剩风险无可避免。 

对于隔膜行业是否会像光伏行业一样迎来洗牌？多位业内人士均坦言，洗牌在所难

免，隔膜龙头企业的市场份额占比会越来越集中，也符合国家的政策导向。但隔膜行业

与光伏行业不具有可比性，光伏行业的技术以及市场这两头都在外，一旦受到反倾销就

会受到很大影响，而隔膜目前的技术、工艺在不断提升，已经能够替代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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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动力电池企业助力能源转型 

作者：中国储能网新闻中心  来源：电池中国网  发布时间：2017-9-26 9:07:47 

中国储能网讯：9 月 20 日，“2017 中国能源集团 500 强”榜单在京揭晓，新能源

和节能环保企业成绩靓丽，且新能源企业上榜数量首次超过煤炭行业。电池中国网从得

到的全部名单里发现，有不少电池产业链企业进入中国能源集团 500 强，在能源转型

持续进行的当下，电池产业链企业已经成长为能源领域举足轻重的力量。 

据了解，“中国能源集团 500 强榜单发布”活动是《中国能源报》与中国能源经济

研究院共同推出的大型公益评选活动，2010 年由国家能源局软科学课题项目立项，至

今已连续进行 8 届，该活动旨在通过客观、公正的梳理，厘清我国能源产业格局、确定

能源集团的市场地位。 

研究对象：在中国境内（含香港）注册的企业（不含外资独资企业)和在境外注册、

投资主体为中国自然人或法人、主要业务在中国境内的能源企业。 

评价方式：采用国际通行方式，以能源集团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为评价标准。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年报、企业公开发布的审计报告、企业调研及其他行业组织。 

本届评比入围门槛 8.4 亿元，比上届提高 0.07%；总营收 17.67 万亿元，增长 4.14%。

电池中国网发现，上榜的电池产业链企业既有超威、骆驼电池、南都电源等传统的铅蓄

电池企业，也有银隆新能源、微宏动力等新兴的钛酸锂电池企业，也有猛狮科技、海四

达这种不断探索转型的电池企业。此外，进入榜单的还有上游当升科技这样的材料企业，

也有先导智能这样的电池设备企业。电池产业链企业在中国能源领域扮演的角色日益重

要。 

该榜单排名依据是 2016 年度企业的营业收入，它反映的是去年能源领域的竞争格

局，以及电池产业链企业在能源领域的整体实力。2017 年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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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产业链竞争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尤其是电池生产企业，在市场布局、投扩产、技

术研发等方面都做了深度调整。 

加大研发力度 不断投扩产 

2017 年，电池企业都被卷入行业的洗牌大潮中，一些实力企业通过加大研发力度

以及投扩产来巩固自己的竞争优势。 

比如，力神电池就非常注重对新的电池型号的研发，今年 7 月，其苏州 21700 动

力电池项目正式建成投产，该项目一、二两期总投资 21 亿元人民币，建设产能 4GWh，

是国内首批为 21700 产品定制的产线。同时，力神电池发布了 21700 三大系列的五款

产品，适应车型涵盖了 HEV、PHEV、BEV。其中，三大系列分别是 21700 的高功率电

池、中功率快充电池和高容量电池。在活动现场，共有 10 家国内外知名整车企业与力

神电池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意向采购金额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 

提到 21700 电池，绕不过亿纬锂能。2017 年 6 月 28 日，亿纬锂能圆柱三元电池

生产线正式竣工投产，标志着我国圆柱三元电池正式迈入 21700 时代。专注于圆柱三

元电池的亿纬锂能“金泉二区”项目历时仅 8 个月，4 条 21700 与 18650 兼容的、年

产能 3.5GWh 的全自动化生产线便建成投产。亿纬锂能生产的 21700 电池继承了

18650 电池的可靠性和性能的稳定性，具有高一致性、高能量密度、低成本控制、快速

充电、耐宽温度等多个亮点。公司董事长刘金成表示，加上即将陆续投产的其他项目，

到 2017 年年底，亿纬锂能的电池总产能将达到 9.8GWh。 

比如，猛狮科技，早在今年 3 月，公司诏安锂电一期工程就已实现量产。该条产线

产能为 1GWh，所有设备均由韩国、日本引进，是世界领先水平的全自动智能化高速锂

电池生产线，其产能是国内普通生产线的三倍以上，可年产 8000 万支锂电芯。目前，

该条产线已处于满产状态，且订单饱和。诏安锂电二期工程将建设 3 条产线，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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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的 18650 产线，以及 3、4 线的两条 21700 产线，每条产线的产能均为 1GWh。

根据猛狮科技相关规划，3 线的 21700 产线将于 2018 年 6 月装配完成。预计二期工程

将于 2019 年上半年全部达产，达产后，将有效提升猛狮科技的电芯供应能力及 PACK

产能。 

以上只是我国电池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加码业务布局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能感受

到电池企业在机会窗口关闭前争分夺秒的冲刺。 

发力市场 成绩靓丽 

走向市场和投入应用是电池产品的最终落脚点，这是所有电池企业努力的方向，电

池企业在市场端动作频频。 

珠海银隆是一个典型样本。在过去 8 个月中，银隆已经形成了以百亿为基础量级推

进的高强度投资节奏，11 个产业园基地，其中 7 项新基地投资总额达 800 亿。据了解，

截至目前，2017 年动工的几大产业园，产能规划已经达到 13.6 万辆，按照计划，2020

年的产能目标则是达到 10 万辆，银隆的产能储备很充足。 

微宏动力，在今年的 1-8 批推荐目录，微宏动力的配套量综合排名达到第三名。在

2017 年的公告、推荐目录、上牌三项统计中，其在客车领域的排名均列前五。公司的

电池产品有着超 18000 辆车的庞大使用基数，经过 6 年多、150 个城市复杂使用环境

的验证，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在市场端有着良好的应用，这也是我国电池产品的一个

见证。 

近年来，超威在各项业务中保持快速增长，长达数年的战略布局和多项模式创新也

开始开花结果。目前，集团已形成以铅酸电池、锂离子电池为代表的传统板块和以普朗

特、原力和电力等为代表的新兴板块，并已取得了明显进展。 

下面是电池中国网整理的进入“2017 中国能源集团 500 强”榜单的部分电池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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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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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收入仅为能源相关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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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双积分”振奋行业 锂电正负极材料将加速 

来源：科威客 时间：2017-09-29 

新能源汽车“双积分”管理办法出台给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链带来巨大的利好消息，

锂电企业在双积分制下，有的研制新技术，有的收购相关资产，有的拓宽现有产业等等，

下面的详细报道。 

新能源汽车“双积分”政策终于出台 

9 月 28 日午间，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联合公

布了《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办法》旨在建立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管理长效机制，促进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办法》对传统能源乘用车年度生产量或者进口量不满 3 万辆的乘用车企业，不设

定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达到3万辆以上的，从2019年度开始设定积分比例要求，

其中：2019、2020 年度的积分比例要求分别为 10%、12%，2021 年度及以后年度

的积分比例要求另行公布。 

当升科技正在研发固态电池双积分制下锂电正极材料会高速发展 

9 月 28 日，当升科技在接受机构访问调研时，回答调研者提问时说：公司并没有

在澳大利亚投资钴矿；江苏当升二期工程已进入试运行阶段；双积分制下，锂电正极材

料企业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高端锂电正极材料的需求更大；公司正在研发固态电池。 

当升科技目前产品的市场需求量较好，江苏当升二期工程已竣工，工程目前处于试

运行阶段，正在抓紧完成调试。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评估，尽快启动江苏当升三期

工程的建设。 

凯恩股份拟 27.22 亿元收购卓能新能源 97.85%股权 

凯恩股份 9 月 27 日发布公告称，公司拟 27.22 亿向卓能新能源除公司外的全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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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购买卓能新能源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其合计持有的卓能新能源有限 97.8573%的

股权。卓能新能源专注于三元锂离子电池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在 18650 三元锂电

芯产品的研发能力和生产工艺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公司已持有卓能新能源

2.1427%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卓能新能源 100%的股权。 

京威股份拟与正道集团 170 亿元建设年产 30 万台清洁能源整车生产基地 

京威股份 9 月 28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与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正道集团有

限公司（香港）在内地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星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投资协议》，

将在宁波市奉化区投资建设一个年产 30 万台的清洁能源整车生产基地，该项目规划总

投资约人民币 170 亿元。 

电解铜箔迎利好 诺德股份定增募资 20 亿 

9 月 27 日晚间，诺德股份发布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称，诺德

股份将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30 亿股，募资不超过 20 亿元，用于建设年产 25000 吨

动力电池用电解铜箔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据预案，年产 2.5 万吨动力电池用电解铜箔项目是诺德股份年产 4 万吨动力电池用

电解铜箔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实施主体为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

司，诺德股份持有其 81.08%的股权；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其 18.92%的股权。

公司计划该项目建设期为 3 年，拟共投资 18.12 亿元，其中拟使用此次募集资金 14 亿

元。 

长城汽车子公司 1.45 亿元拿下 PilbaraMinerals 公司不超过 3.5%股权 

9 月 29 日，长城汽车发布公告称，间接全资子公司亿新发展认购澳大利亚

PilbaraMinerals 公司不超过 3.5%股权。这也预示着这家在国内以生产 SUV 汽车著称

的企业，开始全面涉足锂电池原料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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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表示，公司将参照双方约定的定价方式包销 Pilgangoora 锂矿项目生产

的锂辉石精矿7.5万吨/年，如果本公司提供项目二期建设资金50%的支持（不超过5000

万美元），锂辉石精矿的包销权益可增加至 15 万吨/年。预计在 2020 年上半年开始供

货。 

金冠电气拟在湖州投建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基地 

金冠电气拟在浙江省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年产 2.7 亿平方米的锂离子

电池隔膜生产基地项目，项目主体名为湖州金冠鸿图隔膜科技有限公司。该项目占地面

积 250 亩，同时引进国外高端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线 6 条，每条生产线产能为 4500

万㎡/a，共计年产锂离子电池隔膜 2.7 亿㎡。 

国金汽车“借道”陕西通家造车 

9 月 27 日，山东国金汽车集团发布了“国金汽车”品牌，并正式发布了首款纯电

动量产车型 GM3。 

据接近国金汽车的知情人士透露，该车型目前是亮相不是上市，正式上市约在两个

月后，“车型要进行前期生产准备”。不过，据了解，GM3 已进入工信部生产准入目录。 

雄韬股份抢滩燃料电池领域打造氢能产业平台 

9 月 26 日,雄韬股份宣布,以往以铅酸电池为主要销售产品的策略将有所改变,采取

“铅酸+锂电+燃电解决方案并行”的发展路线。雄韬股份还将在南山设立燃料电池领

域的全资子公司,率先布局燃料电池领域,打造氢能产业的民族品牌。 

雄韬股份中央研究院博士高鹏然表示,雄韬 VDA45AH 电芯产品是目前市场上较有

竞争力的产品,以往相关产品的规格都只有做到 42AH 甚至 37AH 而已,但雄韬将产品能

量密度大幅提升。随着 45AH 电芯产品的正式投产,预计雄韬今年锂电产品的年产量可

到达 10 亿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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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兴玩具终止收购时空能源 

群兴玩具 9 月 26 日晚间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宣布终止收购时

空能源。至此业内跨界并购典型代表——“群兴玩具跨界并购案”落下帷幕。 

群兴玩具对此表示，时空能源控股公司时空电动车以“鉴于自本次重组预案披露后，

资本市场环境较项目筹划之初已发生较大变化且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若继续按原方案

推进对标的公司股东不利”为由主动放弃了并购。 

大众计划用 500 亿欧元购入“钴金属” 

德国大众集团近日正在向相关行业发出购买金属钴的商业计划书，称有意向的厂商

可在 9 月底前向其提交投标报告表。 

据参与投标的一位业内人士向外界透露，此次大众汽车的标书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所

需钴的数量，只暗示业内可参考集团定下的新能源产销目标，即到 2025 年生产 300 万

辆电动车的计划来自行估算所需数量。汽车预言家了解到，一旦该提案成行，它将成为

汽车史上最大的原材料采购项目之一，预计订单总额将超过 500 亿欧元。 

奥迪将在全球工厂建造电动汽车 

目前，奥迪计划 2018 年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工厂生产其首款电动运动型多用途车。

该车是介于奥迪 Q5 和 Q7 之间的豪华 SUV。但奥迪工会领导人不断给施泰德施加压力，

希望能够在德国的核心工厂生产零排放汽车。施泰德在位于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

的奥迪基地的员工聚会上表示：“未来电动汽车将在我们所有工厂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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